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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应对外来移民给本国教育带来的冲击，是全球化时代许多国家面临的问

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班牙在中小学开展跨文化教育，以解决移民迅速涌入所带来

的教育权利、教育质量和校园欺凌等问题。通过双向融合的路径，西班牙一方面促进教育

系统接纳移民，另一方面帮助移民融入教育系统，既保障了移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提升

了移民子女的学业表现，又促进了整体教育环境的和谐与全体学生跨文化素养的提升。这

种“双向融合”很好地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跨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尽管近

年来，西班牙跨文化教育正向包容性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转型，但其背

后不变的价值追求是构建更平等、更包容、更和谐的社会。

［关键词］跨文化教育；移民教育；西班牙

中图分类号：G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2）11-0024-10
DOI：10.20013/j.cnki.ICE. 2022.11.03

全球移民背景下西班牙跨文化教育
“双向融合”的政策与实践分析

滕珺，戚文欣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 教育国际化研究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
模不断增大，频率不断提高，移民的涌入对众多
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西班
牙自20世纪80年代加入北约、欧盟后开始深度
融入全球化进程，国内移民数量大幅增长。面对
这一挑战，西班牙在基础教育中开展了 “跨文
化教育” （intercultural education）。西班牙如何
理解跨文化教育？西班牙跨文化教育的政策与
实践有何特点？是否通过跨文化教育解决了移
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跨文化教育的三原则为理论框架，梳理西班牙
开展跨文化教育的实施背景与路径，分析西班
牙跨文化教育的政策与实践特点，以管窥西班
牙解决由移民带来的教育问题的治理经验。

一、移民涌入与西班牙教育系统所受
冲击

西班牙跨文化教育兴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这一教育倡议的兴起与西班牙经济发展、
移民大量涌入及其对教育系统带来的冲击有着
密切联系。

（一）社会经济发展吸引大量移民流入

1982年和1986年，西班牙先后加入北约和
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
1995 年到 2008 年期间成为了欧盟经济活力最
为强劲的经济体之一。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
就业机会，外来人口迅速涌入。1995 年到2000
年之间，西班牙的外国移民增加了 6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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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2007年之间增加了194%。[1] 截至2020年，
西班牙人口中在外国出生的人口约 700 万，占
总体的 15%。[2] 从移民人口来看，西班牙接受
移民总量排名世界第十，欧盟第三，仅次于德
国和法国 ；而从移民增长速度来看，1990年到
2015 年之间，西班牙移民比例增长了 10.5 个百
分点，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0.42个百分点。[3] 同
时，老龄化现象使西班牙国内低端就业岗位缺
乏劳动力，加剧了西班牙对移民的需求。西班
牙2015 年来的人口增长几乎全都来自移民，到
2050 年，西班牙全国劳动人口比例将从 65% 下
降至 50%，需要更多移民来维持目前的经济发
展水平。[4]

从移民特征来看，流入西班牙的移民素质
整体不高，且有一定的文化异质性。西班牙最主
要的移民来自北非、东欧和南美，最典型的国家
包括摩洛哥（15.9%）、罗马尼亚（12.3%）、哥伦
比亚 （5%） 等[5]，移民人口的文化、劳动技能素
质普遍低于西班牙平均水平，但契合了西班牙
社会对低端劳动力的需要。与此同时，从 1998
年到2020 年，来自欧洲与中南美洲地区的移民
比例从 79% 下降到 67% ；而来自非洲、亚洲等
异质文化区的移民占比则稳定在 30% 左右。[6]

（二）外来移民对教育系统造成冲击

移民流入使外国人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
迅速上升，从2001年到2019年，西班牙基础教
育系统中外国学生增长了 4.5 倍，达到了近 80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9.3%[7]，在2012年前后，这
一比例一度高达12%。[8] 此外，移民子女文化素
质偏低和文化异质性问题尤为突出。2016 年的
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 5-16 岁的外国学生中，
51.4% 来自非洲，17.8% 来自南美洲，15.7% 来
自亚洲 [9]，且 80% 左右的外国学生都进入公立
中小学学习 [10]，他们的涌入对西班牙基础教育
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首先，西班牙教育系统难以迅速接纳移民
子女的快速和大量涌入。最初，教育系统对移民
子女的受教育权没有明确界定。在法律保障了
其受教育权后，教育系统的师生群体同样在适
应移民子女上存在困难。教师层面，老师因缺乏
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资源来应对多元文化的

教学环境而不知所措。[11] 学生层面，外国学生往
往是校园歧视、欺凌的受害者，导致学校缺乏友
善、和谐、尊重的共处环境。例如，学生不理解学
校里的伊斯兰女生佩戴头巾，认为外来人口只
能保留不对西班牙本国人造成影响的习俗。[12]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在移民学生占比过高的学
校，本土学生的学业表现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13]，高达 70% 的受访家长表示在择校时会
在意移民学生的占比。[14]

其次，移民子女也难以适应和融入西班牙
教育系统。移民家长往往不了解西班牙教育政
策，在入学、升学等方面遇到阻碍 ；外国学生进
入本土学校时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克服语言障
碍。同时，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往往存
在缺勤率、辍学率高的问题，学业表现也相对低
下。在国际学生学业水平测试 （PISA） 等国际
教育测试中，移民学生对西班牙整体成绩也造
成了很大影响。2006 年，西班牙本土学生和移
民学生在国际学生学业水平测试中的得分相差
高达 60 分。[15]

二、西班牙的跨文化教育：内涵、目
标与原则

面对移民涌入对教育系统的冲击，自20世
纪 80 年代，西班牙开始逐步实行跨文化教育
（intercultural education），以促进社会和平稳定
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理解、包容与互动。然
而，跨文化教育的内涵十分复杂，且在不同国家
也呈现出各异的实践样态。因此，在分析西班牙
的跨文化教育开展情况前，有必要对 “跨文化
教育” 的基本内涵加以讨论。

要讨论 “跨文化教育” 的概念，首先需要
明确“文化”的内涵。不同于狭义的“文化”所
关注的民族、国家、宗教、语言、风俗等因素，
广义上的 “文化” 包括社会阶层、性别、性取向
等方面。比如，欧盟认为，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
化接触可能涉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语言、种
族或宗教背景的人，或因生活方式、性别、社会
阶层、性取向、年龄、宗教信仰程度而彼此不同
的人。[16] 正因 “文化” 一词内涵的复杂性，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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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既包含语言、异文化知识等显性内容，
也包含生活习俗、行为方式等半显性内容和态
度、价值观等相对隐性的内容。

“跨文化”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中
的 “inter-” 有较强的交互意蕴，强调文化
间的互动、对话和创新，它与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和 “跨文化” （cross-cultural） 中
的 “cross-” 有所不同。“多元文化” 更强调多种
文化静态共存的客观事实。“跨文化” （cross-
cultural） 指的是行动主体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
进行切换，但两种文化本身依然保持其相对独
立性，并不因主体的行为切换而产生本质变化，
而 “跨文化” （intercultural） 则更多侧重两种不
同的文化之间产生的进一步的互动融合。它往
往指的是带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行为主体大规模
涌入时，两种文化共处同一时空范围内，产生近
距离的交流碰撞和融合，进而对与两种原生文
化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创造出自带原生文
化基因但又不同于原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其
效果类似于 “文化混血”。

当然，不同国家发展跨文化教育的目标会
根据自身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比如德国、
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大量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是为
了回应移民问题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种族
问题相对突出，跨文化教育中反种族歧视的理
念也更加突出。西班牙跨文化教育代表学者特
蕾莎·阿瓜多·奥丁娜 （Teresa Aguado Odina）
将跨文化教育阐释为，“一种基于尊重和欣赏文
化多样性的教育方法。它是针对整个社会每个
成员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整体的、综合的干预模
式，重塑教育的全过程，以实现机会平等”[17]。不
难看出，西班牙语境下的跨文化教育以文化多
样性为基础，尤其强调不同群体学生之间的平
等。同时，西班牙跨文化教育也不等同于对移民
的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培养学生尊重
其他文化的品质、完善学生的自我认知、促进不
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提升全
体学生的跨文化能力。[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跨文化教育最早的
倡导者之一，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对跨文化教育
的内涵作出了如下阐释 ：“跨文化教育旨在超

越被动的共存，通过创造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理
解、尊重和对话来达到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发展
性的、可持续的共同生活方式。”[19]同时，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教育系统在开展跨文化教育
时应当遵守的三条原则 ：（1） 通过提供文化上
适宜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尊重学习者的文化身
份 ；（2） 为每个学习者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生活
所必需的和必要的文化知识、态度和技能 ；（3）
为推动个人、民族、社会、文化、宗教团体、国家
之间的尊重、理解和团结，为学习者提供文化知
识、态度和技能。这三条原则分别从教育全过
程、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出发，共同指引了跨文
化教育的具体开展。[20]

随着全球教育面临问题的不断发展，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跨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广全球公民教育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的理念。尽管这两个概念都与全球
化紧密相关，但前者更多聚焦在文化层面，而后
者则将教育的目标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学层面。
虽然西班牙的跨文化教育也正在向 “可持续发
展与全球公民教育” 转向，但目前仍处于初步
阶段，尚未在全球公民教育领域形成体系化、成
熟的实践。因此，本文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
文化教育的三条原则为理论框架，具体分析西
班牙跨文化教育 “双向融合” 的政策法规与实
践举措。

三、西班牙跨文化教育的双向融合路径

西班牙并非在移民涌入之初就通过全面的
政策贯彻落实跨文化教育，而是在长期的教育
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教育全过程、内容与目
标三个层面分别从 “促进教育系统接纳移民子
女” 和 “促进移民子女适应教育系统” 两个方向
出发，形成了政策与实践相呼应、多方合力推进
的跨文化教育模式，针对性解决基础教育系统
面临的挑战，促进了社会的包容、和谐与稳定。

（一）教育全过程的全面参与性：平等的教

育系统与顺利的教育融入

要解决移民涌入所造成的教育挑战，首先
是解决基本的受教育权问题，同时保障移民子
女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实际能力。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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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在整体教育系统中创设接纳移民的氛围，并
面向移民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教育融入帮扶。

1.促进教育系统接纳移民子女：构建平等的

教育系统

保障受教育权，是构建平等教育系统的基
础。早在移民增幅开始上升的20世纪80年代，
西班牙的教育法律主要从教育对象的角度就明
确了移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1985 年，西班
牙政府颁布了 《外国移民权利法》，该法第九条
规定，所有在西班牙领土合法居留的外国人都
享有受教育权。[21] 同年颁布的 《教育权利法》 同
样强调，所有合法居留的外国人都有权接受免
费的义务教育，且不因经济能力、社会水平或居
住地等因素而受到歧视。[22]

安全和谐、平等宽容的学习环境是教育系
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互动交流空间的
前提。在西班牙，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一度成为
阻碍和谐校园的重大隐患。为此，西班牙政府在
2006年专门设立了 “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观察
站” 小组，报告每年西班牙国内种族平等的改善
状况。[23]2015年，该小组联合教育部下设的教育
创新与研究中心，共同开展了 “预防教室中的种
族主义、仇外情绪、不宽容行为”项目，在多个自
治区开展预防种族歧视的教育研讨会，累计覆
盖1400 余名学校负责人。同年，该小组还发布
了 《预防和发现课堂上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手册》，帮助中小学识别校园中存在的种族歧视
和仇外主义隐患、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提供了
专业的评估工具和大量的优秀干预案例。[24]

同时，在规章制度方面，许多地方政府都
要求学校制定校园和谐共存的相关校规校纪，
安达鲁西亚自治区更是明确要求所有中小学
都必须出台关注多样性的规章制度。[25] 以安东
尼·多米尼克斯·奥尔蒂斯中学为例，该校制
定并定期更新校园共存计划，其中详细分析了
学校中的多样性特征，明确了校园共存的原则，
指出了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校园共存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规定了相关违规行为的责罚标准，并
补充介绍了学校在预防校园冲突方面的常规工
作，从制度上保障包括移民学生在内的全体学
生和平共处。[26]

2.促进移民子女适应教育系统：提供个性

化的帮扶措施

由于移民子女在文化背景、学业基础、经济
水平等因素上的复杂性，要帮助他们顺利地融
入教育系统，还需要更加个性化、精细化的措
施。为此，西班牙多管齐下，一方面对移民子女
开展语言支持和入学欢迎计划，另一方面重视
对移民家庭提供教育服务与培训。

（1） 面向移民子女的语言支持与入学欢迎
计划

在移民占比较高的学校设置 “过渡教室”，
开展语言支持计划，是西班牙全国最成熟、最普
遍的帮扶方式。西班牙全国的 17个自治区和北
非两块飞地 （休达自治市和梅利利亚自治市）
都开展了面向非西语国家移民子女的语言教学
工作，以帮助学生快速学习官方语言、融入西
班牙教育系统和社会环境。以马德里自治区为
例，该地区设置的 “过渡教室” 又称为 “链接教
室”，从2004年至今一直在公立学校面向适龄
移民子女开展活动。目前，项目学校数量已达
80余个。每名学生最多可以在 “链接教室” 连
续学习 9 个月，在语言达标后即可进入学校进
行全日制学习。由于移民的高度多样性，每个
“链接教室” 最高班额为12名学生，以确保向学
生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语言补偿教育。同
时，政府要求学校优先聘用拥有对外西语学位
并有相关经验的老师作为 “链接教室” 的班主
任，并对这类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供教育咨询
支持。教师除了负责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组织，还
须针对每名学生形成单独的形成性评价，关注
学生在此过程中的成长发展。[27]

除了帮助语言不通的学生，拥有语言基础
的学生在进入教育系统时一样会得到学校的关
注。因为移民学生很多以插班方式入学，容易在
班集体中被边缘化，因此大部分学校都会制定
移民学生的迎接方案。以马德里雷莫利诺小学
为例，该校为新来的学生制定了完整的迎接计
划，以帮助学生迅速融入集体。欢迎计划包括新
生入学时与班级同学的初次接触 ；日常学习生
活中以新生帮扶小组、语伴小组等形式为依托，
引导新生积极参与集体生活，促进新老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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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帮助新生尽快融入学校。[28]

此外，西班牙多地为解决学校内多样性带
来的冲突矛盾，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系列措施。
比如，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教育部门为学校提供
语言、跨文化和社会凝聚力咨询和指导团队，
帮助教师解决与移民、社会排斥相关的多样性
问题。[29] 加泰罗尼亚、坎塔布里亚、阿拉贡等自
治区还通过设置在学校的跨文化调解办公室
或者派遣到学校的跨文化调解员来实现翻译
和文化调解服务。[30]

（2） 面向移民家庭的教育服务与培训
为了促进学校和移民家庭间的顺利沟通，

许多地方教育部门提供口译与笔译服务。例如，
马德里自治区从 2008 年开始就向所有公立学
校提供多达 15种语言的口笔译服务，帮助学校
翻译必要的制度文件以供移民家庭参考，并在
发现学生有特殊学习困难或需要更具体信息时
直接采取干预行动。[31] 为了让家长更好地陪伴
孩子的成长，一些自治区为移民家庭搭建了自
主学习的网络学习平台。比如，加泰罗尼亚自治
区搭建了 “EDU365” 平台，围绕 “预防仇外与
歧视情绪” 开设专题，帮助家长识别子女是否
是仇外和歧视的施暴者或受害者，并提供判断
工具和行动指南。[32]

除了政府、学校等官方力量，非政府组织在
家庭帮扶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西班牙天
主教移民协会为例，自 2012 年起，该组织在西
班牙多地开展了 “种族歧视援助” 项目，其中包
括对受到种族歧视的孩童家庭提供咨询和法律
援助。[33]2020 年，该组织面向移民家庭开展了
“提高跨文化意识和移民家庭在学校的参与度”
项目，鼓励移民家长充分参与子女融入西班牙
教育系统的过程。项目通过政策宣讲、宣传物发
放等方式帮助移民父母了解西班牙教育政策，
同时组织研讨会、信息技术课程、“家长培训班”
电台等多元化活动，帮助移民家长处理种族歧
视问题、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家庭对远程学习的
适应能力。[34]

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跨文化教育
全过程的全面参与性强调学生平等、安全、顺利
地接受教育。在这方面，西班牙政府、学校与社

会高度重视，相关措施和经验也最为丰富。通过
平等教育系统的构架和个性化的帮扶，在西班
牙，移民子女接受教育的障碍基本消除。

（二）教育内容的丰富性：认识多样性与基

于多样性的学习

大量的移民子女涌入西班牙教育系统，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群体的文化特征。如何
让主流文化的学生认识、熟悉这些新成员？传
统的教学内容是否适合移民学生？毫无疑问，
这些问题对教育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西
班牙的主要做法是在教育内容中融入其他文化
知识，一方面促进学生认识了解世界文化的多
样性，另一方面帮助移民子女基于自身的文化
经历建构知识。

1.促进教育系统接纳移民子女：认识文化多

样性

认识文化多样性是尊重与欣赏其他文化的
前提，而帮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大重要
途径是在课程和教学中融入其他文化的基础知
识。西班牙主要通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等人
文学科促进学生对世界其他文化的了解。同时，
外语课程也是直接促进学生了解其他文化的途
径，可以直接向学生介绍其他国家的习俗、文
化、价值观念。比如，2015年高中的英语课标中
就专门设置了 “跨文化沟通” 模块，其中要求教
授目标语言、文化习俗、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等
要素，并克服刻板印象，避免在交流措辞和行为
中出现严重错误而造成潜在文化冲突。[35] 除了
英语课程外，西班牙还在初中的 10门选修课程
中设置了拉丁语和第二外语课。[36]

在国家法定课程之外，许多学校也自发进
行跨文化教育探索，拓展学生的全球视野。瓦伦
西亚自治区的圣多明戈·萨维奥·彼得学校长
期面向小学和初中生开展 “世界课堂” 项目，通
过各种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各国
文化，曾获得西班牙第六届“国家发展教育奖”。
在为期半年的中国文化专题活动中，该项目带
学生认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服装、书法、河流、
瓷器、传统节日、动物以及高新技术，并且充分
调动了毕业生、家长、当地文化机构等资源，尤
其注重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参与和体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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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文化多样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纠正
学生现有认知中的偏差。在西班牙境内移民中，
吉卜赛人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大多来自罗马尼
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但在西班牙社会和
教育系统中受歧视现象较多。为此，西班牙教育
部在2022年编写出版了小学和初中阶段的 《吉
卜赛人历史文化》 教师用书，其中包括对西班
牙吉卜赛人历史与当下的介绍、吉卜赛语基础
教学、有关多样性与文化包容的价值观培养等。
针对每个年级，教师用书都给出了详细的教学
活动设计和资源获取渠道，包括小组讨论与展
示、角色扮演、互写信件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欣赏其他文化。[38]

当然，并非所有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知识都
是显性的，在学习内容和环境中潜移默化地融入
文化多样性的背景同样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能引导学生发现、适应身边的多样性。例如，在教
学材料的编写上，多样化教科书中人物形象的
选择在性别、文化、宗教等方面更多元化。[39]再例
如，组织讨论、绘画、班级集体展示等活动，可促
使学生了解身边不同文化背景同学的经历和文
化，丰富学生对多样性的认识。[40]

2.促进移民子女适应教育系统：基于自身文

化经历的学习建构

基于熟悉的文化经历来建构知识往往更加
容易。正因如此，众多跨文化教育相关指南都建
议教师在教学中融入移民子女自身的文化背景
因素，以提高学业成绩，促进学生融入。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红衣主教西寺内罗斯小学将移民子
女本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在地化资源，在体育
课堂中引入其民族游戏、音乐、舞蹈，不仅拓展
了本土学生的国际视野，而且也帮助移民学生
在原生文化和学校学习之间建立联系，提高了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他们对学习环境和
内容的适应。[41]

这种基于移民自身文化经历的学习建构对
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都提出了极高要
求。许多社会力量也注意到这一点，并有针对性
地为学校教育开发、储备相应资源。例如，由西
班牙劳动者总联盟创建的 “跨文化教室” 组织
重点着力于推进跨文化课堂项目，为师生提供

教育资源、教师培训、研讨平台。[42] 在 《生活中
的英雄》 一书中，该组织提供了不同国家的科
学领域杰出人物介绍，包括俄罗斯航天员瓦伦
蒂娜·捷列什科娃、美国非裔数学家和物理学
家凯瑟琳·约翰逊 （Katherine Johnson） 等。此
外，该组织还为教师推介了一本汇集了多位非
裔科学家成长历程故事的青少年读物 《科学领
域改变世界的非洲女性》。[43] 当教师在开展科学
航天史和物理等方面的教学时，就可以针对相
应文化背景的学生选择瓦伦蒂娜或凯瑟琳作为
课堂素材 ；而当教师在培养学生有关个人奋斗、
理想信念等精神品质的时候，《科学领域改变世
界的非洲女性》 就能成为激励移民子女刻苦学
习、改变命运的正面案例。然而，值得强调的是，
尽管 “跨文化教室” 组织有意识地开发以移民
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教学素材，但目前许多素材
脱离了移民子女当下的日常生活，停留在西班
牙人本身对他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上，在深入挖
掘移民本土文化的教育作用方面也还有待深入
开发。

（三）教育目标的包容性：拥抱世界与拥抱

自我

跨文化教育的最终目标绝不仅停留在对文
化多样性的了解上，而是为了树立学习者尊重、
欣赏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最终促进不同文化
群体之间的尊重理解、交流互动。西班牙一方面
在全体学生中培养平等包容的价值观，为交流
互动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也适当帮助移民子女
回归原生文化，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与归属感。

1.促进教育系统接纳移民子女：平等包容

的价值观

平等包容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西班牙法规
中。1990年的 《教育系统组织法》 特别提及要
加强 “对多语言、多文化的尊重教育”[44]。1991
年的 《小学教育基本法》 和小学课程大纲强
调，要让学生 “围绕共同的价值观学会理解和
共存”，并关注学生的多样性，向包括移民子女
在内的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 “补偿教育”。[45] 

2006年的 《教育组织法》 正式提出了 “包容性
教育”，充分照顾学生的多样性。同时，该法律首
次明确了 “跨文化” 概念，指出要 “尊重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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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并将其视为丰富社
会的宝贵因素”[46]。2020年的 《教育组织法》 修
订案将 “包容性教育” 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
本原则和基本人权，以保障 “照顾学生的不同
需求” ；同时，将包含了跨文化教育的 “可持续
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 作为重要的教育任
务，其最终目标是 “让所有人都过上成功的生
活，做出明智的决定，并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发
挥积极作用，处理和解决世界所有公民共同面
临的问题”[47]，强调机会平等和全球公民的价值
理念。

西班牙将教育法律平等包容的价值观渗入
课程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直接通过德育课
程，加强价值观教育。比如，在2014年小学课程
标准 “社会与公民价值” 这一科目的 “共存与社
会价值” 模块中，课程目标包括让学生尊重和理
解差异、理解权利的平等性，以及不因出生、种
族、性别、宗教等任何因素而歧视他人等。[48] 第
二，在其他学科中渗透与跨文化及全球议题相
关的知识，促进学生在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反
思。例如，2022年的初中地理课标明确将 “培养
全球公民意识” 作为教学目标之一，在课程中
呈现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环境危机、生物多
样性减少、人口挑战、领土与资源冲突、战争暴
力等 [49]，引导学生认识到自身是人类全体的一
分子，从而理解自己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平等关
系。同时，通过这些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促使学
生能超越文化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更深入地
认识移民行为本身，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接
纳、尊重移民群体。

2.促进移民子女适应教育系统：建立对原生

文化的自信和认同

许多移民子女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学
校环境已经尽可能平等包容，但他们依然难免
在学习生活中产生自卑心理，在全新的环境面
前面临文化身份的模糊。诚然，当前西班牙对此
方面的关注十分有限，但仍有一些措施在客观
上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例如，西班牙政府与
他国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实施了一些特殊的语
言计划，这些计划同时面向移民和本土学生。一
方面，这些计划引领移民子女在脱离了原籍语

言文化后适当回归，深度了解学习自己文化的
精华 ；另一方面，本土学生在这些计划中，燃起
对他国语言文化的兴趣，自发与异文化同学加
深沟通交流，而这同样能让移民子女感受到自
己原生文化的珍贵性，从而树立起对原生文化
的自豪感与信心。目前，西班牙国内的这类语言
计划主要有阿拉伯语和摩洛哥文化计划、罗马
尼亚语言文化计划和葡萄牙语语言计划。[50]

如今，西班牙越来越意识到，多样性是社会
的宝贵资源，转而从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
实践等方面丰富跨文化教育措施，促进教育系
统整体对多样性的尊重，以提升全体学生的跨
文化素养，并通过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实现文
化创新。

四、西班牙跨文化教育的未来走向

通过过去40年的努力，西班牙跨文化教育
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2000-2018年，继续就读于高中或中
等职业学校的外国学生占全体外国学生的比
例从 9% 上升至 15% ；接受幼儿教育的外国学
生比例也上升了 3 个百分点。[51] 国际学生学业
水平测试 （PISA）2018年全球胜任力的调查数
据显示，西班牙得分为512分，高于受试国家平
均分 （499分），在受试国家中排名第四，并且在
“认知适应能力” 和 “尊重来自其他文化的人”
这两个指标上排名非常靠前，被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评价为“高于预期的表现”。[52]

此外，西班牙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得分受经济地
位、性别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西班牙在跨文化
教育的普及性上表现得较为出色。

但随着教育理念的发展和国际教育话语
的变迁，在当前西班牙的政策话语中，“跨文化
教育” 已经不再是一个高频词汇，取而代之的
是 “包容性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 和 “可
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itizenship）
等含义更广的说法。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说西
班牙的跨文化教育已然结束。事实上，跨文化教
育的理念更多成为其教育的底层逻辑。一方面，
内涵更广泛的 “包容性教育” 延续了跨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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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所倡导的人权、平等、包容等价值理念，尊重
和保障每个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另一方
面，跨文化教育成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
民教育” 的重要途径。因为跨文化教育有助于学
生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教育的民主
平等内涵 ；积极处理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 ；
进一步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文化，反思自身信仰、
价值观、行为，从而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打好基
础 ；这种内涵更广泛的 “包容性” 跨文化教育导
向公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有助于 “世界公民”
意识和能力的培养。[53] 另外，跨文化教育所倡导
的平等、宽容、互动交流等价值也自然会迁移到
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新的国际教育议题中，成
为学生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基础。无论如何变
化，西班牙跨文化教育的价值追求依然是构建
更平等、更包容、更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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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respond to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immigrants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many countries are facing or will face soon in the global era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Since the 1980s, Spain 

has introduce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educational right,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school bullying brought by the rapid influx of immigrants. Through the dual integrat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whole educational process, content and objectives, Spain has been able to promote the acceptance of immigrant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ensuring their right to education, improv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promoting a harmoniou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ing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all the students. Though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s gradually transferring to inclusive 

education recently, while the value orientation remains to be pursuing a more equal,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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