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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ing（无聊感）”的力量 

——Wild elements 森林学校活动的观与感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庞静 

 

“要给孩子感觉到乏味无聊的机会，然后他们自己的脑子才会动起来——比如，“那么找点

什么乐子呢？”——然后，一切就开始了……”——wild elements 负责人 Tom 的话 

 

本文观点： 

⚫ “Boring”产生于儿童对新环境充分熟悉和身心彻底放松之后。 

⚫ Boring 利于引发儿童产生对新环境的好奇心与主动性探索。 

⚫ 高质量陪伴是使消遣性好奇向认识性好奇转变的重要条件。优质陪伴意味着对儿童保持

温和、耐心、关爱、公正不倚的态度，具有充足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够随时提供儿童

需要的帮助和支持）。 

 

正文： 

    有天半夜醒来，不知道怎的，脑海里清晰浮现出一个温和的声音：“bor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ldren”，还有爱匙、Treborth botanic garden 手绘地图等，清晰到在眼前闪闪

发光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感触最深的部分终于水落石出，可以开始着手游学报告了。很幸

运地获得了中国植物园联盟的“双龙计划：2019 年赴英国进行植物园环境教育培训”项目

的资助，于 2019 年 7 月赴英游学三个月，几乎环绕了整个英国，访问了邱园、爱丁堡皇家

植物园、剑桥大学植物园、威尔士国家植物园等数个著名的植物园，了解其环境教育的开展

状况；也访谈或深度参与了 wild things、 wild elements 等公益环境教育公司的活动。游学

接收的信息量极大，感谢版纳植物园的老师们没有力催，给我时间充分消化和回味这三个月

宝贵的游学历程，终能选择自己真正有比较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想的点切入、进行反思和

总结。在邱园、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剑桥大学植物园等大的植物园等世界级著名植物园，在

课程设计与实施方面确实收获良多，但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英国倒数第二小的 Bangor 市的

一个普通环境教育机构的森林学校项目和社会公益环境教育项目。它代表的是比著名植物园

们更普遍存在的无优质资源，无充足资金资助，也无强大科研背景支撑的“三无”普通环境

教育机构的真实运行状况和水平，它的经验对于我国逐渐繁荣起来的众多普通自然教育机构

也许会有特别的价值。 

Wild elements 公司地址位于英国威尔（Wales）士北部的班戈（Bangor）市 Bangor 大

学 Treborth 植物园内，是一个旨在鼓励人们走出户外，与大自然产生联结，进而改善生活

状态、发现更多可能性、促进灵性的在地、非盈利社会企业。这个公司针对个人、各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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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及社区等，提供的培训、户外教育、继续教育、STEM 项目、艺术项目、森林学校、沙

滩学校、自然体验、假日俱乐部、科学俱乐部、森林生日 party 等服务。其服务灵活多样，

针对性强，运行这些服务的其实只有 5 名全薪核心成员以及多名合作者（如相关领域专家等）

和大量的志愿者。 

图 1 公司负责人 Tom 介绍 wild elements 的基本情况。Tom 出身自教育世家，对儿童环

境教育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坚持。（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对于儿童的人身安全及个人隐私非常

注重保护，一切都依照法律和合同书规定。我们被允许可以在整个森林学校范围内随意走动，

停留，观察自己想观察的任何现象，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有限拍摄签署有父母授权公司使用肖

像的儿童，因此我们得很克制自己的拍摄冲动，有很多活动未能进行图像记录。下文中不再

解释）。 

图 2  Wild elements 公司网站截图 

图 3 位于 Bangor 大学 Treborth 植物园内的 Wild elements 公司总部及其活动基地之一 

图 4  Penrhyn 城堡环境优美，游人较集中，适于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是公司开展环境

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 

图 5  Penrhyn 城堡内优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图 6  wild elements 在 bangor 市 Penrhyn 城堡内开展威尔士本土文化主题公益活动 

图 7-1 wild elements 的常规化环境教育公益活动 woodlend Wednesday，主题为对儿童普

及当地常见矿物（当地为威尔士著名矿产区）及动物足迹的辨识 

图 7-2 woodlend Wednesday 活动之挖宝藏（矿物识别） 

赴英之前就读过彼特·洪顿的《带孩子去森林》，对其中各种有趣的自然体验活动很感兴

趣，所以按计划参与两天森林学校的活动时，很期待可以有机会亲历这样的活动。森林学校

位于 bangor 城内由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 National trust 管理的 Penrhyn 城堡内深处的一片森

林里，其入口没有任何标识，亏得公司负责人 Tom 亲领，否则我们根本找不到。 

进了入口发现脚下是一条细细的土路，除夯实加了点沙之外保持天然状态。沿着这条细

路进去走一会儿，再拐两个弯，忽然就看到了一群人。准确说是个小营地，一顶篷布，拉在

一个火塘上方，围绕火塘的是木桩树干搭成的长凳。长凳上大概十几个孩子，有两三个成人

正弯腰忙碌——从他们的绿色夹克看得出他们是 wild elements 的老师，正在火塘生火的是

公司的开发官 Nill，一位有丰富自然和户外生存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老师。 

图 8 森林学校位于城堡内的一片林地，内部一切尽量保持天然状态。道路曲径通幽，

私密性非常好。 

图 9 森林学校营地聚集区 

图 10 营地老师及助教为孩子们供应简餐 

Tom 把我们介绍给老师和孩子们，然后给我们介绍说这其实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森林学

校，并非全学制也非固定生源，只是针对放暑假的中小学生设计的短期活动营，整个项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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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教师、一名助教和一个生活助理负责运行。这个活动营是收费项目，但 wild elements

公司有专门人员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申请各种资金支持，因此不同收入水平孩子基本都可以

享受到同样的机会。整个营地是用绳子围拢起来的一片树木密度比较合适、地面较平坦开阔

的区域，火塘区是营地最核心的区域，需要集合进行的活动如用餐、讲故事、削刻木头等都

在此处，因此在它的不远处还分别配备了一个餐饮准备区。厕所在整个营地中部一个边角处，

是一个生态旱厕。其余的区域就是活动区了，活动区基本保持自然状态，人工的东西除了那

个巨大吊床和秋千，就是就地取材用木桩、树枝等搭建的攀爬架、小房子等。 

图 11 主营地及食物处理区 

图 12 森林学校的营地环境，实际是用绳子围拢起来的一片较平坦的林地，私密性和安

全性都很好。 

图 13 吊网。吊网是很受孩子们欢迎的区域，Nill 每天早上拉起来，手法专业又迅速 

图 14 孩子们用树枝搭的小房子 

营地情况介绍完毕，令人期待的一天开始了。书上那些活动在我脑子里跳进跳出，很希

望看到他们整个的实现过程。老师们先安排孩子们吃点心，每人一片火塘里烤热的面包，抹

上果酱，每人一杯果汁。吃完后，孩子们有的原窝不动，发呆，或者不知哪里弄到个树枝，

用不知哪里弄到的一把刀子削弄起来；年龄小一点儿的几个聚到了那张巨大橘色吊床上去，

攀爬，翻滚；还有几个男孩子在林子里漫无目的到处乱跑、乱敲。老师们似乎并没有什么特

别的令人兴奋的计划，Nill 在吊床那里敲敲打打加固它，助教慢斯条理地收捡物件，然后也

拿出一把刀子，和孩子们步调一致地刻起木头来；Tom 在不同地方和孩子们闲聊，然后被几

个小女孩拉去帮她们荡秋千。 

图 15 篝火及手工制作的食物 

图 16 在人身安全得到监护的情况下，孩子们可以自由活动或者随意发呆 

图 17 彩线盘绕 

图 18-1 助教老师讲解使用刀子的注意事项 

图 18-2 助教老师讲解使用刀子削树枝的正确姿势 

我们于是就尽量瞅准空拉着老师学生们访谈。Nill 很腼腆，只是说他做这工作已超过二

十年，活动的方案都是他来设计的。女助教告诉我们她大学毕业后受 Wildelements 资助完

成了她的环境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业，所以她毕业后选择为公司做了两年的志愿者，她的工作

能力也由此得到公司认可，获得了这一季的助教带薪职位。她打算存够钱继续攻读这个专业

的博士学位，以后争取有更好的发展。孩子们多数回答不上我们问的：“喜不喜欢来这里

啊？”，但几乎都说：“暑假没有作业，就是来这里玩儿，在家也会读一点书”，也有较大比

例表示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一起玩儿很有趣。他们也好奇我们来干什么，对我们回答的“来

跟你们玩儿”流露出迷惑。孩子们年龄不一，性格不同，有些会比较疏离，也有些会很快跟

我们熟悉起来，喜欢喊着我们去看他们发现或者创造的东西——一个已经空了的虫蛹、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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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打造的长剑、一处小土坑等等。有个小男孩发现一条肉虫，跑来找 Tom 问是什么，Tom

变戏法一样不知在哪里翻出一个小而厚的野外昆虫辨识图册，大家一起翻，答案就出来了—

—是蝴蝶的幼虫，于是一伙人又很高兴地去把它送回到发现它的树干上，祝愿它早点变成美

丽蝴蝶。诸如此类，细碎，无明显计划和安排，不乏偶尔有趣。 

午餐时间到了，所有人被喊回营地集合，围拢在火塘旁，一起用餐。所有人的午餐都是

自带，都相当简单，几片面包、三明治，一个水果、一小点零食之类。没有一次性餐具，没

有瓶装水。水由营地统一提供，用营地的塑料杯喝的。让我想起女儿春游带的满满一包各种

食物被她回来还说带得不如同学多，心里忽然有点复杂。 

吃过午餐，Tom 宣布大家一起讲故事，从他开始，然后顺时针转，轮到谁就接着上面一

个人讲的往下讲，讲什么怎么讲都完全自己决定。“这是一个独角兽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独

角兽。。。”，故事经过一个人，就往里加一个情节或者新的人物，Tom 每次都会大声复述一下，

让每个人都能听清楚，也顺便稍稍打磨润色，让每个人的主意都很好地嵌合进故事，更顺畅

地发展下去。这不是任何一本故事书上可以读到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把握方向的权利，因此

每次经过一个人它都变得更复杂有趣一些。当然，这是个可以让孩子有效参与，也即贡献自

己的力量并看到切实的效果，因此收获切实的成就感的游戏，游戏的把握者需要有良好的应

变能力，可以把一切偶然变为合逻辑，可以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得到了充分的被理解和重

视——正如 Tom 做的这样。有点意思，我们也同样贡献了故事情节，并观察和体验着整个

游戏的妙处。可惜大概进行了一半，故事还没有结尾，两个吃过饭就跑出营地的男孩争斗的

声音传来，Tom 和 Nill 跑去处理，讲故事的孩子们注意力也都被带走，故事最终是烂尾了。

下午，还是重复上午的内容，直到结束。这一天算是有点收获但有更多疑惑的一天：具有悠

久环境教育历史和经验的英国，活动的设计和开展不应该是这样似乎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平

啊。 

第二天，轻车熟路再入森林，发现 Nill 不在，孩子们也有新面孔加入。活动的方式和内

容似乎还是如昨。依然有几个孩子坐在火塘边没完没了地刻木头，几个男孩挥舞着自己做的

剑进行的武士打斗表演，还有几个在继续加工“武器”，女孩们有的在吊网上，更多的在秋

千那里，也有两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坐在一边说悄悄话。老师们也依然如故，助教在火塘边修

木头，生活助理在操作台后面忙活，Tom 巡视全场。想着心里的疑惑不能带着回去，我决定

去跟被拉住充当秋千动力的 Tom 聊一下。Tom 跟我走到一边，我问：“森林学校的活动内容

一直是这样吗？有那种设计好的组织大家一起进行的活动吗？由谁来设计实施？”。他回答

说那样的活动一般是与学校或者机构合作，根据他们的需要定制，Wild elements 有经验丰

富的活动设计人员（比如 Nill），其余时间多为目前这样相对松散自由的形式。在这种状态

下，孩子们享有充分的自由——探索森林，做游戏，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发呆。老师和助教作

为陪伴者，一方面充分保障孩子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或者寻求帮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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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给予充分支持。“要给孩子感觉到乏味无聊的机会，然后他们自己的脑子才会动起来——

比如，“那么找点什么乐子呢？”——然后，一切就开始了……”。“无聊感对孩子很重要，”

他总结性地说：“孩子们自己有了需要，才会真正主动投入”。忽然有点豁然开朗，想起前段

时间读的《儿童参与》一书中，罗杰.哈特把儿童参与程度分为 8 个阶梯—— 1.完全被成人

操纵；2.扮演某种成人活动的装饰品；3.象征性参与；4.成人决定，但事先通知；5.成人决定，

但咨询儿童意见；6.成人策划，但与儿童一起作决定；7.儿童策划，儿童自己决定；8.儿童

策划，邀请成人一起讨论。而根据发展心理学家苏珊.恩格尔的研究，“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很

少会通过进行胜利和心理上的探险来收集信息”，进入一个新环境中的孩子，首先得获得充

分的安全感和放松感，之后对环境的自发性探索才有可能发生。Tom 他们选择放下对直奔结

果的控制，把活动的“发起权”交给孩子，可以使儿童参与的有效程度达到最高级。从这个

角度，对孩子们“boring”的等待，是值得的。 

这也让我想起女儿小时候，我们刚刚搬家到一个森林公园旁边，她得以天天被姥姥带到

去玩耍，晚上回来问她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她却常常呐呐的说不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

我想不起问她了，她反而开始时不时分享起来：“在一棵大草后面看到一只好大的壁虎”、“湖

边有一块好大的石头，是肉色的，特别光滑”等等。想来前面那段时间是文静内向的她和这

个公园熟悉起来，渐渐获得安全感和放松感的沉默期。获得了充分的安全和放松感之后唤醒

的“惊奇之心”或者又被称为“好奇心”的，是儿童积极主动、探索未知的力量源泉。如《寂

静的春天》的作者米希尔在她的另一本著作《惊奇之心》中所言：““孩子的惊奇之心”对于

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使他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摧毁，能够永远有效地对抗以后岁月中

的倦怠和幻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但其实对大多数

人来说，这种惊奇之心会随着成长逐渐变得迟钝甚至完全丧失。据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约

翰.杜威研究，好奇心的发展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儿童时期想要探索和考察事物

的本能——消遣性好奇；第二阶段是儿童好奇心的社会化，即他们发现他人是有用的信息来

源后，形成从他人收集和消化信息的习惯——认识性好奇；第三阶段，好奇心被转换成“在

观察事物和收集信息过程中所激发起的对问题的兴趣——同理性好奇”。在最终阶段，好奇

心变成了一股能强化个人与世界联系的力量，为个人经历添加了趣味性、复杂性和愉悦性。

通常情况下如果消遣性好奇没有被恰当地引导，就会弱化甚至消失，因此不是所有人都能达

到第三个阶段，需要不断地付出努力才能维持下去。因此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能够引导孩子

的好奇心并帮助他们将消遣性好奇转变为认识性好奇，才能推动最后同理性好奇的实现。具

备自然积极的态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儿童自主探索过程中需要时给予引导，这样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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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陪伴是高质量的，利于好奇心的发展和质变。我心里迷惑渐渐消散，那些自由游荡的孩子、

发出惊喜轻呼的孩子、挥舞树枝剑幻想自己是罗宾汉的孩子，认真打绳的 Nill、和孩子一起

翻图册辨认肉虫的 Tom、严肃说明削刻操作方法的高个子助教老师；那些争吵了被分开后被

允许充分诉说，然后被温和转达对方诉说的孩子，和两者间扮演温和的树洞、传声筒老

师……。在这一切松散和细碎背后，是 Tom 他们秉持的理念 “幸福健康之道在于察觉、联

结、积极主动、保持学习和给予”，是重支持而不是控制，是重过程而不执着于结果，等待

“boring”在儿童身上体现出它神奇的力量——这才是对儿童大有裨益的优质陪伴。 

对孩子们从过度用力的“push”状态退后一步，放松，把着力点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专

业水平，能在任何时候接得住孩子们的需求，能及时发现孩子的惊奇之心并护育它成长质变，

这也许才是我们环境教育者最应该努力的方向。共勉。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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