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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遗迹、推广旅游，各国有啥招
近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联合推出“跟着考古去旅游”，以考古遗迹为主线、以华夏文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吸引了不少

游客。

意大利、俄罗斯、埃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历史遗迹、推广历史旅游方面颇有经验，它们是怎
么做的？

西班牙职业教育：竞争力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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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
洗澡专用歌单

一个人洗澡需要多长时间？澳大利亚
昆士兰城市公用事业公司认为，边听时长
4 分钟的音乐边淋浴，可以有效节水。据澳
媒报道，为了推广节水理念 ，这家公司建
立了洗澡专用音乐列表，供民众下载。

澳大利亚昆士兰城市公用事业公司发言
人克尔表示， 澳大利亚许多区域降雨量不足，

民众必须加入节水行列。她说，公司建立的洗
澡用音乐列表，歌曲都不超过 4分钟。当人们
听到歌曲结束时，冲淋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克尔表示，澳大利亚民众的洗澡时间
平均为 7 分钟。一到冬天 ，人们更倾向于
在热水中多待一会儿，有小孩的家庭要控
制孩童洗澡时间则更难。而限时歌曲清单
会让洗澡这件事变得更有趣 。“以一家四
口人来算， 若洗澡时间从 7 分钟缩减到 4

分钟，一年就可以节省 4 万升用水”。

报道称 ，目前在音乐网站 “Spotify”上
已经可以找到 2 个洗澡音乐播放列表，分
别是晨澡及晚澡歌单。另外，名为“浴室节
拍”的清单中包括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克尔表示，2000 年大干旱后， 澳大利
亚民众逐渐养成省水习惯，但此举仍然有
进步空间。关于省水方法 ，克尔建议各个
家庭留意莲蓬头效率。传统莲蓬头每分钟
流出 20 公升水， 但新型莲蓬头每分钟只
用掉 9 公升水。 （摘编自：中新网）

东京
平衡仿生尾

如果你容易被绊倒或失去平衡，那么
日本研究人员可能会为你提供一个不寻
常的解决方案：一条机器尾巴。

近日，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的一个研究
小组设计出了一款可供人类穿戴的尾巴，

它由安全带固定，可以帮助佩戴者像动物
一样调整平衡。

研究人员认为，动物的尾巴起着“附加肢
体”的作用，因此，通过研究哺乳动物和其他
脊椎动物设计了这条“仿生尾巴”。这条约 1

米长的粗尾巴，被椎骨状的板块包裹着，绑在
人的腰上之后可以像真正的尾巴一样扭动。

仿生尾巴的工作原理是依靠尾部装
载的传感器和四块人造“肌肉”，随着佩戴
者的动作而移动。如果人向左倾斜 ，尾巴
就会向右摆。如果人向下倒 ，尾巴就会向
上翘。“人造尾巴”通过这种反向运动提供
力量来改变身体的动量和重心，有助于纠
正平衡，使佩戴者更稳定。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项目名叫 arque，

目前仍处于研发实验阶段，未来希望增加
更多人造肌肉，使其更加灵活 。研究人员
期望这个仿生尾巴能“赋予身体残疾或虚
弱的人更多力量”， 并表示愿意与医疗团
队合作，研究其对平衡失调患者的功效。

（摘编自：环球网）

阿姆斯特丹
机器人船队

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运河纵横交
错的城市， 水道中的垃圾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运河也未被充分利用 ，无法缓解公
路的拥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阿姆斯特
丹设想造一支自动驾驶船队，让它们在运
河中捡垃圾， 还可以运送人员和货物。目
前，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正努力实现阿
姆斯特丹的这个愿景。

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一队机器人船，

可以相互瞄准和相互扣合 。 机器人船具
有矩形船体 ，配备有传感器 、推进器 、微
控制器 、GPS 模块 、 照相机和其他硬件 。

该项目的目标是让船只联结在一起 ，形
成人行桥、表演舞台或食品市场 。活动需
求完成时，机器人船还可以自动拆卸并继
续前进。

Roboats 单元还可以用作传感器，以获
取有关城市基础设施、 空气和水质以及其
他数据。船体配有闩锁装置，在前部、后部
和侧面都有一个球窝。球座里面有激光束，

可以探测球何时进入接收器， 激活三个靠
近球并抓住球的手臂， 然后向两个船体发
送信号，让它们知道连接已经完成。

研究人员认为，机器人船能够创造与
河水相邻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搜狐科技）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俄罗斯喀山
市举行， 世界技能组织 69 个成员国家和地
区的 1355 名选手在 6 大类 56 个项目中开
展竞技。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
能大赛，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从诞生之
日起，世界技能大赛就与社会生产具有紧密
的联系，以技能的比拼、展示、传播为核心，

以鼓励青年技术工人成长为己任。

西班牙是世界技能组织的前身———“国
际职业技能训练组织”的发源地，对职业教
育十分重视。在发展职业教育、提升企业和
城市竞争力方面，那里的经验能带来怎样的
启发？

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的
双轨培训模式

欧洲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很长的发展历
程，相较于其他地区起步较早。以技艺传播
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

随着城市生活和商品贸易的发展，衍生出大
量的商品需求。

西班牙的职业教育培训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波旁王朝期间国家要求建立生产工
厂， 并建立学校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1911

年，西班牙颁布《学习合同法》，建立了雇主
与学徒之间的关系。1931 年， 西班牙公共教
育部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总局，旨在通过职
业教育进行社会改革，随后又建立了针对农
业和畜牧业培训的理工学院。

1955年至 1989 年， 西班牙建立了 21 所
劳动大学，进行包含职业教育培训在内的通
识教育。1990 年，西班牙颁布《教育制度总合
整备组织法》， 在职业培训方面强调对学生
进行专业领域的适应市场需要的教育，将职
业培训分为中级培训和高级培训两种 。随
后，西班牙开始了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一系
列改革，以适应日渐复杂的市场需求，并引
入了“终身教育培训”的概念。

2013 年颁布的 《提高教育质量组织法》

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并积极响应欧盟 2020 战略在提高教育水平
方面的号召，明确到 2020 年，将辍学率降至

10％以下，30 岁至 34 岁的人口中至少有 40％

完成高等教育或同等水平教育。此外，该法案
还强调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过渡和联系，实现学
校与企业之间的双轨培训模式。

双轨制体系要求学生每周一到两天在职
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 三至四天在企业
中接受实践教育， 让学生能有效地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培训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三年半。

巴斯克自治区是西班牙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之
一， 也是推行职业培训教育体系力度最大的
地区。2012 年，巴斯克教育部开始启动双轨制
培训项目。刚刚推出时，只有 95 家企业和 27

家职业培训中心加入 。 到 2017 年 ， 已经有
1000 多家企业和 97 家职业培训中心参加该
项目。

双轨制职业培训模式有效提升了就业率。

通过该模式在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完成全部

培训后很容易就业，且大部分集中于新兴和创
新的经济领域。这不仅满足了西班牙中小型企
业对专业员工的需求，同时也为西班牙中小型
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据西班牙国家公
共就业服务局 2018 年就业市场数据统计，完
成职业教育培训的 16 岁到 29 岁的年轻人就
业率比上年增加 1.82％， 失业率比上年减少
6.23%。

区域创新和培训中心
帮助教师获得提升

为了更好地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培
训，完善、提高职业培训教师的专业能力是一
项重要的任务。西班牙政府和各自治区在教师
培训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例如，马德里自治区教育创新和资助总局
创立了区域创新和培训中心。该中心每年会提
出职业培训教师计划，规定每年为教师提供两
次培训课程，分别在暑假前期和后期，教师可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培训时间，申请不受人数和
地域限制。每位教师每期最多可注册 3 项培训
活动，且同期注册的培训课程不能重合。该中
心提供 92 个与职业培训相关的教师培训活
动， 覆盖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文化、医
学、工业、职业培训体系的运作和转型等方面。

在职业培训的经济支持方面，西班牙政府
也颁布了多项奖学金鼓励项目，奖学金项目主
要分为 4 类：学习奖学金、课外活动经济资助、

交流资助和获奖。其中，学习奖学金包括义务
教育后期学生奖学金和特殊需求学生教育支
持；职业培训相关课外活动经济资助项目为落
后地区制订教育恢复和利用计划，该计划旨在
使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接近、 了解农村生活，

保持地区环境的平衡发展，包括环境、健康、文
化等领域。

在奖项方面，西班牙政府为职业教育提供
了 3 个主要奖项：非大学生学业成绩国家教育
奖、高级职业培训杰出奖和职业培训质量与创
新优秀实践奖。 前两项均根据学生平均成绩、

学术成就和专业贡献向参与高级职业培训的
学生提供， 用于鼓励学生的创新和就业积极
性。最后一项旨在表彰为职业培训创新和完善
做出贡献的教师与学生团队，并作为其他培训
中心的参考模范，利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全
面完善改革。

西班牙政府除了在国内为职业教育发展
提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外，还注重加强
国际合作。其中，最突出的国际合作项目就是
“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通过与全球其
他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学生或教师能够
在其他国家的培训机构或企业进行学习或实
践，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和个人技能，提高西
班牙的职业培训质量和经济竞争力。

参与职业培训的学生可以通过该项目在
国外企业进行实习， 获得相应的工作经验；培
训教师可以通过该项目在其他国家的企业或
培训中心进行培训、教学观摩、授课和经验分
享，通过学习借鉴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并促进
职业培训的现代化发展。

（吴越 综合自《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

组织专家成立修复委员会

俄罗斯人珍视历史， 注重对古建筑保护
和利用。 俄罗斯将历史文化遗产按照珍贵程
度分为联邦级、州级、市级等不同保护级别，

由相应不同级别部门负责保护、 修缮和管理
工作。在对历史建筑的修缮过程中，材料选择
极为慎重， 俄罗斯人力争选择与旧材料最为
相近的替代物， 以最大限度保持历史建筑物
原样。

俄国街头建筑物的外立面上时常可见标
牌写明建筑受国家保护， 哪位名人曾在何时
在此居住，或曾发生过哪件历史事件。一些小
城市的保护性建筑保存着对当地有意义的历
史，当地人都十分珍视。

文物古迹重建是埃及文物保护的一项重
要内容。埃及重建文物古迹有两个著名例子，

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和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重
建。埃及的文物重建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
为更好展现文物价值。 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
彻底被毁后，埃及在 1974 年就提出在原址恢
复重建。重建工程于 1995 年开始，在世界各
国的大力捐助和国际社会的帮助下， 图书馆
得以重建并征得大量珍贵图书、典籍、手稿、

书画和影像制品。

日本白川乡合掌村的茅草屋建筑， 全部
由当地山木建造且不用一颗铁钉， 保留至今
很不容易。1965 年， 当地一场大火烧毁了一
半的茅草屋建筑，后来，村里发起了保护家园
建筑茅草屋的运动来重建家园， 继承和发扬
了合掌村每家囤积茅草的历史传统： 凡一家
房屋需更换新茅草屋顶， 家家户户携带自家
囤积的茅草来相助并参与更换屋顶的工事。

大家把合掌建筑称之为“结”的力量，并把它
视作为家乡的宝，坚信保护传统、保护村庄历
史是每个村民的责任。1975 年， 当地政府向
国家提出保护申请， 后来政府组织相关专家
成立由村民、教育委员会、建筑师、文物保护
专家等组成的合掌建筑群的修复委员会，利
用国家、县、市下拨的保护修缮经费对历史建
筑进行修缮。

鼓励大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意大利， 保护文物古迹是一种公民自
觉和社会责任。包括“我们的意大利”“意大利
古宅协会”“意大利古环境协会”“意大利艺术
品自愿保护者联合会”“意大利历史建筑协

会”在内，意大利保护文化自然遗产的民间组织
有不少。 这些民间组织不仅为古旧建筑保护做
出了巨大贡献， 还承担了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
组织进行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工作。

在罗马、佛罗伦萨及威尼斯等历史名城，为
保存老城区遗产， 人们甘愿牺牲一部分的居住
和出行便利。自 1997 年起，意大利每年 5 月的
最后一周都会举办“文化遗产周”活动，向公众
免费开放，举办以历史和文化为主题的音乐会、

研讨会等活动， 增进公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了
解，提高民众的艺术修养。

澳大利亚墨尔本也非常注重公众参与，有
关机构通过发放资料、广泛宣传、提供免费咨询
服务，帮助民众了解保护意图、保护措施，鼓励
大家主动参与保护。 政府委托专门机构调查研
究评估文物，相关部门引导公众参与，发挥舆论
监督。通过权益性参与、自愿性参与、娱乐性参
与等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

澳大利亚社会各界都非常支持文物保护，

社区组织如各种遗产基金会， 行业组织如澳大
利亚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协会、

工程师协会和楼宇拥有者及管理协会等都愿意
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 相关人员会为文物保护

利用提供技术咨询和专业服务。 大学工作人员
和学生在国家基金会、 地方博物馆和历史研究
社团等组织贡献业余时间和专业知识。 大学教
授和高级专家无偿服务于遗产参事会、 博物馆
等机构。同时，丰富的旅游节庆活动使人们感受
到文物遗产的魅力，提高保护意识。如每年墨尔
本“白夜（White Night）”狂欢节活动，吸引上万
市民与游客通宵观赏。

为鼓励大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俄罗
斯文化与大众传媒部和“修复俄罗斯庄园”国家
基金会还设立了“国家文化遗产奖”。基金会主
席阿里亚乌丁表示，俄罗斯土地上的庄园、博物
馆、纪念碑和著名建筑物应得到良好的保护，创
办文化遗产奖， 是为了奖励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的人士，加强人们爱护文物的意识。他说：“我们
不可能回到过去， 但可以通过保护遗产来保存
历史的记忆。”

俄罗斯各部门对培养青少年的文化遗产保
护意识尤为重视。2001 年， 莫斯科市政府将 4

月 18 日和 5 月 18 日定为历史和文化遗产日。

每年这两天，该市所有著名博物馆、剧院和文化
公园免费开放，200 多个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也
同时对外开放。

增加考古投入，重振旅游业

有效的文物遗产管理制度也十分重要。意大
利实施遗产“领养人”“艺术津贴”等制度，通过保
护与创新结合的方式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为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意大利自 1994 年
实施遗产“领养人”制度。政府在保留遗产所有
权、开发权和监督保护权的前提下，通过招标把
古建筑的使用管理权下放给 “领养人”。“领养
人”可将古建筑用作旅游咨询中心、书店、纪念
品店、咖啡厅和餐厅等，政府从营业收入中获得
一部分资金，同时要求“领养人”承担相应的古
建筑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并对一些有能力的企
业开放文物修复工作。意大利建筑学教授、城市
保护专家朱塞佩·茨纳认为：“历史遗产没有发
展是不可能保护好的，意大利的‘工匠精神’是
保护与创新的结合。”

在墨尔本，城市遗产保护主要采用注册制，

有一套完善的城市遗产管理体系。 不仅有各级
政府部门、遗产理事会等机构，也包括独立的专
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注册制
管理鼓励行政部门以外的社会公众或团体参
与。政府定期评价受保护对象，清单的城市遗产
被纳入年度的保护计划与预算， 通过法律文件
的形式加以控制，所有的法规、政策及审批管理
流程都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在与时俱
进的保护理念引导下，在完备的法律、法规框架
内，大家各司其职，相互协调与监督，使得墨尔
本的城市遗产处于一种能操作、有成效、可持续
的管理状态下。

近年来，为重振旅游业，埃及政府增加考古
投入，考古成果不断。今年以来，在卢克索、索哈
杰等重要遗址地相继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今年
4 月 18 日，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埃
及南部旅游城市卢克索宣布， 埃及考古队在当
地发现一座距今 3500 年的古埃及王室成员墓
葬， 在索哈杰省发掘出一座可追溯至公元前
305 年至公元前 30 年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贵族
墓葬。

当地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的突破离不开在
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 比如埃及在开罗大学考
古学院专门开设了文物保护系； 在卢克索地区
开办两年制的文物保护专科学校， 大力培养文
保研究人员，扩充埃及文保专业队伍。此外，政
府每年从专职从事文保研究的专业人员中选派
人员，赴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进修，并与
一些国家共同开展联合考古项目。

（吴越 综合自《光明日报》、网易新闻、搜狐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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