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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未来教育就是要培养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人

才。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传统教育体系

已不再适合，如何培养出有良好信息素养，并掌

握现代化信息技术，能够有效融入未来信息社会

的未来型人才，是每一个国家在未来教育需要思

考的问题。未来教育要想探索出一条在未来信息

社会中有竞争优势的道路，势必就得更加关注人

际交流、情商以及创新创造等方面，未来人才需

要的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情感交流能力以及

创新创造能力。[1] 过去的教育强调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引导受教育者学习，这种教育体制

下培养出的人才恰恰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

创造能力，所以未来的教育应该是通过信息技术

的手段，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泛在学习环境，着力解决教育不公、创新不足、

个性化教育不足、终身教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为培养未来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2] 为了

更好地了解未来教育研究进展，需要梳理以往未

来教育研究文献，汲取经验，总结教训。事实上，

检索发现许多研究者倾向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总结

未来教育的特征，但任何研究都不应只是揭示表

面信息，还需深入挖掘关键要素的内在联系。

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需要从大量的文献中

发现研究视角、研究热点，总结研究规律，而科

研文献的可视化分析技术能够快速地找出不同文

献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后续研究的深入。通过

国内外论文网络数据库平台，使用文献计量法结

合统计学手段、可视化工具等，对研究领域的热

点、主题结构、发展趋势、演化路径展开研究。[3]

所以，本文借鉴和采用知识图谱绘制出我国近几

十年来未来教育研究现状，利用共词分析法统计

我国未来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演进
——基于中国知网 (CNKI)1954-2018 年 5659 篇文献的共词分析

徐柱柱  何湧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 摘要 ]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 1954 － 2018 年 5659 篇我国未来教育研究领域文献为研究对

象，采用共词分析法，结合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生成共词矩阵，通过 Ucinet6.0 软件

的 NetDraw 工具绘制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分析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分布；并利用 SPSS 软件

的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对研究热点进行主题分类，共得到 7 个热点主题群。对热点主题

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未来教育领域研究热点问题及趋势演进。

[ 关键词 ] 共词分析；未来教育；可视化

［作者简介］ 徐柱柱（1990-），男，安徽芜湖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数学教育        
评价与测量研究；何湧智（1994-），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  
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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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研究文献，找出已有未来教育文献研究

所关注的主题，为丰富和完善未来教育研究提供

有力的数据与科学支撑。

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此次研究资料源自中国知网（CNKI），该

数据库文献众多，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某一研究

主题的研究状况。笔者采用标准检索的方法，期

刊 年 限 设 定 为“1954 年 12 月 31 日 － 2018 年 1

月 31 日”，以“未来教育”为主题词共检索到

6000 篇相关文献，剔除重复发表文献、会议评

述等非研究性文章 341 篇后，确定有效研究文献

5659 篇（其中期刊 4732 篇、教育期刊 820 篇、

硕博论文 58 篇、会议论文 49 篇）。在此基础上，

经过人工筛选，整理、规范研究文献，保证检索

资料编码格式和关键词含义的一致性。

（二）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采 用 Bicomb 书 目 共 现 分 析 软 件、

SPSS20.0 软件和 Ucinet6.0。 Bicomb 分析软件，

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崔雷教授和沈阳弘

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研制。Bicomb 基本操作步

骤为：“首先，确定研究主题，选取相关文献；

其次，收集和整理资料。将收集到的 CNKI 格式

数据库文献转化为 Bicomb 能够识别的 ANSI 编码

文本文件；第三，运用 Bicomb 软件进行关键词

统计；第四，提取统计结果；第五，进行关键词

共词分析，导出词篇共词矩阵”。[4]

（三）分析过程

第一，确定本论文研究主题，找出相关文献，

抽取文献的主要关键词。使用 Bicomb 软件对选

取的 5249 篇文章的关键字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有 14527 个关键字。根据研究需要，以词频大

于 38 的词为节点，发现有 67 个词，这 67 个词

成为主要关键词。第二，建立高频关键词共词

矩阵。对于选定的 67 个关键词，采用 Bicomb
软件的共词分析功能生成高频关键字共词矩阵

（包括相同和相异矩阵）。第三，采用共词分

析法，结合 Bicomb2.0 书目共现分析软件生成

共词矩阵，通过 Ucinet6.0 软件的 NetDraw 工具

绘制高频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分析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分布。第四，将研究文献进行聚类分析。

把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导入 SPSS20.0 中，利用样

本聚类方法，生成关键词聚类树图。第五，多维

度尺度分析词篇共词矩阵。第六，结合聚类分析

和多维尺度分析结果，绘制出未来教育研究的热

点主题群。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以 5659 篇文章为基础，通过 Bicomb 软件发

现总共有 14527 个关键词，词频统计这些关键词，

将前 67 个高频关键词抽取出来，其排序结果见

表 1。

从表 1 关键词的排序状况可以初步知道近几

十年来我国未来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除

去未来教育（1125）外的前 15 个热点依次为：信

息技术 (412)、未来社会 (351)、学习过程 (239)、

课堂教学 (222)、英特尔未来教育 (218)、未来 (182)、

教育改革 (168)、未来学校 (139)、教育理念 (136)、

自主学习（124）、教育工作者（122）、学校教

育（117）、教学效果（101）、学习活动 (95)。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未来教育

的变革，更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学校教育现代化。

而当前从多角度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已成为

关键导向，上述统计结果也与这些方面重点关注

的方向基本一致。例如未来教育变革方面以“教

育改革、未来学校、教育质量”为研究重点，未

来教育环境方面以“未来生活、未来社会”为研究

重点，教育改革与实践方面以“教育实践、新课

程改革、教育思想”为关注重点，未来课堂教学

改革方面以“未来学习、小学教育”为研究重点。[5]

然而，只统计高频关键词的词频，还难以发

现这些关键词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和这些关键词背

后揭示的重要信息，因而还需进一步利用词频共

现技术进行深入挖掘。

（二）生成高频关键词的 Ochiia 系数相同和

相异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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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成“未来教育”高频关键词词篇矩

阵。考察前 67 位关键词是否在其它论文中成对出

现（出现为 1，不出现为 0），利用 Bicomb 共词

分析软件，共词分析这 67 个高频关键词，生成词

篇矩阵。词篇矩阵可反映两个关键词间的亲疏关

系，即两者相似度越大，表明两者关系越近，越

小则表示两者关系越远。其次，在 SPSS 中导入

词篇矩阵，把“Ochiai”系数作相似系数，构造

一个 67×67 的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最后，生成

“未来教育”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部分）。

相异系数矩阵 =1- 相似系数矩阵。相异系数值越

接近 0，表明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大；

越接近 1，表明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
[6] 相异系数矩阵结果如表 2 所示：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未来教育 1125 24 传统教育 68 47 教育工作 46

2 信息技术 412 25 教学改革 65 48 未来职业 46

3 未来社会 351 26 学校 65 49 一所 46

4 学习过程 239 27 教育事业 64 50 问题 46

5 课堂教学 222 28 教育内容 64 51 教学模式 45

6 英特尔未来教育 218 29 未来生活 61 52 学习能力 45

7 未来 182 30 创新 59 53 培养 44

8 教育改革 168 31 教学方法 58 54 教学策略 43

9 未来学校 139 32 小学语文 58 55 语文教学 43

10 教育理念 136 33 在线教育 56 56 小学教育 42

11 自主学习 124 34 素质教育 55 57 小学数学 42

12 教育工作者 122 35 立德树人 54 58 英语教学 42

13 学校教育 117 36 教育实践 53 59 人工智能 42

14 教学效果 101 37 教育信息化 52 60 教育方式 41

15 学习活动 95 38 策略 52 61 教育质量 40

16 未来人才 95 39 对策 51 62 核心素养 40

17 未来学习 89 40 大学生 51 63 教育思想 40

18 教学 83 41 数学教学 50 64 教学活动 40

19 现代教育技术 80 42 教育发展 48 65 教育科学 39

20 教育 77 43 新课程改革 48 66 多媒体技术 38

21 教育模式 76 44 应用 48 67 教育变革 38

22 中国教育 74 45 家庭教育 46

23 展望未来 69 46 单元计划 46

表 1 前 67 位高频关键词排序

表 2 高频关键词 Ochiai 系数相异矩阵 ( 部分 )

未来教育 信息技术 未来社会 学习过程 课堂教学 英特尔未来教育 未来

未来教育 0.000 0.743 0.971 0.801 0.850 1.000 1.000

信息技术 0.743 0.000 0.961 0.857 0.907 0.910 0.982

未来社会 0.971 0.961 0.000 0.865 0.896 1.000 1.000

学习过程 0.801 0.857 0.865 0.000 0.887 0.939 0.962

课堂教学 0.850 0.907 0.896 0.887 0.000 0.959 0.980

英特尔未来教育 1.000 0.910 1.000 0.939 0.959 0.000 1.000

未来 1.000 0.982 1.000 0.962 0.980 1.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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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 2 可 以 看 出， 各 关 键 词 与 未 来 教 育

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英特尔未来教育

(1.000) 、未来 (1.000) 、未来社会 (0.971) 、课堂教

学 (0.850) 、学习过程 (0.801) 、信息技术 (0.743) 。

这个结果显示，人们讨论未来教育时，会更多地

将其与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讨论，也进一步表明

信息技术变革为未来教育提供了个性化需求。[7]

（三）社会网络分析

将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6.0 软件，

利用 NetDraw 工具绘制社会网络图（如图 1 所示），

选择中介中心度和 K-core 分析。图 1 显示，未来

教育研究领域的 67 个高频关键词之间形成了纵

横交错的网络，节点用方形表示，每个节点代表

一个高频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其在网络中的

作用及影响力 [8]；节点之间的联系代表两个关键

词之间的关系，连线越粗表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9]；不同的颜色代表节点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红 色 代 表 节 点 处 于 核 心 位 置。[10] 由 结 果 可 以

看出，大部分高频关键词都属于研究的核心内

容，其中从节点大小、连线的多少和颜色，发现

未来教育研究主要围绕“未来教育”“信息技术”

及“课堂教学”三大关键词展开，并且它们之间

联系也较为紧密，可以认为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方

向。对于“未来教育”，与之相连的是“信息技

术”“教学变革”“教育理念”“人工智能”“课

堂教学”“自主学习”等关键词，说明信息技术

推动教育变革已成为趋势，个性化教育是未来教

育的发展方向。[11]

（四）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图及分析

“聚类分析”是在一组没有标记的数据集中

寻找相似元素集合的过程，将数据中所有元素按

照距离远近进行归类，使同类数据间的“差异”

尽可能小，不同类别数据间的“差异”尽可能大，

为进一步数据分析提供有用信息。关键词聚类分

析是以一篇文章中某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 共词 )

为分析对象，利用统计学的聚类分析方法，将关

联密切的关键词聚集归类，形成类团。[12]“先以

最有影响的关键词 ( 种子关键词 ) 生成聚类；再

由聚类中的种子关键词及相邻的关键词再组成一

个新的聚类”。[13] 聚类结果能够反映关键词间的

亲疏关系，“同一类（集群）之内观察体彼此的

相似度愈高愈好，而不同一类之间观察体彼此的

相异度愈高愈好”。[14] 采用 SPSS20.0 对关键词相

似系数矩阵进行系统逐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

果见图 1，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的类团连线距

离远近将其分为 7 类，具体分布见表 3。

表 3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种类 1（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对策、问题、大学生、教学、应用、小学语文、策略

种类 2（教育教学创新） 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教育、创新

种类 3（信息化与教育变革） 学校、教育信息化、教育变革

种类 4（数学核心素养培养）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

种类 5（多媒体技术下的教学改进） 教学方法、素质教育、教学策略、语文教学、英语教学、多媒体技术

种类 6（未来教育关注领域）

未来生活、教育方式、教育工作者、未来人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未来社会、
教育内容、教育改革、教育事业、教育发展、教育质量、立德树人、未来学校、
中国教育、教育科学、未来、教育理念、一所、教育实践、新课程改革、教育思想、
教学活动、数学教学、小学教育、未来学习、教育模式、传统教育、在线教育、
人工智能、英特尔未来教育、单元计划、自主学习、学习能力、未来教育、信息
技术、学习过程、课堂教学、教学效果、学习活动、现代教育技术

种类 7（未来教育展望） 教育工作、未来职业、展望未来

图 1 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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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所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7 大

类，具体分布为：种类 1( 见图 2 中的种类 1) 是

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包含对策、问题、

大学生、教学、应用、策略等关键词；种类 2( 见

图 2 中的种类 2) 是教育教学创新研究，包含教学

改革、教学模式、创新等关键词；种类 3( 见图 2

中的种类 3) 是信息化与教育变革研究，由学校、

教育信息化、教育变革等关键词构成；种类 4( 见

图 2 中的种类 4) 是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研究，包含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等关键词；种类 5( 见

图 2 中的种类 5) 是多媒体技术下的教学改进研究，

由教学方法、素质教育、教学策略、语文教学、

英语教学、多媒体技术等关键词构成；种类 6( 见

图 2 中的种类 6) 是未来教育关注领域，由五个方

面组成：小类 1 为未来教育及影响环境，包括未

来生活、未来人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未来

社会等关键词；小类 2 为未来教育变革研究，由

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教育质量、未来学校等关

键词构成；小类 3 为教育改革与实践，包含教育

实践、新课程改革、教育思想、教学活动等关键词；

小类 4 为未来课堂教学改革，由数学教学、小学

教育、未来学习等关键词构成；小类 5 为信息技

术与未来教育模式，包含在线教育、人工智能、

自主学习、未来教育、信息技术、现代教育技术

等关键词。种类 7( 见图 2 中的种类 7）是未来教

育展望，由教育工作、未来职业、展望未来等关

键词组成。

通过对未来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聚

类分析，可以发现未来教育领域的关注热点。通

过聚类分析能够获取研究主要集中的领域，但仍

不能发现 67 个研究关键词与未来教育研究的内在

联系，为此还要利用多维度尺度分析技术进一步

探索。

（五）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简

称 MDS)，又称多维量表法，是利用数据分析技

术，寻找研究对象（样本或容量）数据值间的相

似性或差异性，将研究对象从多维空间简化到低

维空间，形成直观的空间图形，从而方便研究者

找出事物间“距离”的潜在维度和结构。采用多

维尺度分析时，需要知道数据的 Stress 值（应力

系数）和 RSQ 值（拟合指数）。Stress 即拟合度

量值，表示观察距离与模型距离间的一致性程度，

Stress越小表明分析结果与观察数据的拟合越好。

Kruskal(1964) 根据多次研究结果，给出了 Stress
的评价标准：“若 Stress ≥ 20％，则近似程度为

差 (Bad)；≤ 10％，为满意 (Fair)；≤ 5％，则为

好 (Good)；≤ 2.5％，为很好 (Excellent)；其理想

的状况为 Stress=0，称为完全匹配 (Prefect)”。
[15]RSQ 即模型距离解释的百分比，表示“量尺

资料之变异数能被其相对应的距离解释的比例，

也就是一般回归分析中回归分析变异量所占的比

率”。[16] 学者陈正昌认为，RSQ 值越大越理想，

说明图形中各圆圈的距离与实际输入的距离越适

合。[17] 一般而言， RSQ 在 0.60 以上可以接受。
[18] 本文利用多维尺度分析，对 67×67 的矩阵进

行处理，标准化方法选择 Z 分数。结果显示，

Stress=0.235，RSQ=0.642，说明该研究拟合效果

较好（RSQ>0.6），能够反映出未来教育研究关

键词间的学术联系。

利用 SPSS20.0，多维尺度分析 ALSCAL 分

析表 2，并结合图 1 的聚类分析结果，绘制出未

来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图 3）。图 3 直观地

验证了图 2 分析结果（7 类研究领域）的可靠性，

并表明了未来教育研究的 2 大主线（维度）：未

来教育模式与未来教育环境 ( 左右分 )、信息技术

应用与未来教育教学变革 ( 上下分 )。具体来看，

未来教育模式 ( 左边部分 ) 包括：多媒体技术、

教育信息化、教学模式等热点；未来教育环境 ( 右

边部分 ) 包括：学校教育、自主学习、未来学习

等方面；信息技术应用 ( 上边部分 ) 包括：在线

教育、英特尔未来教育、未来学校等热点；未来

教育教学变革 ( 下边部分 ) 包括：教学改革、素

质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热点。

从图 3 中 7 个具体研究类型的分布情况看，

种类 1（对应领域 1）范围较小，仅集中在第三象

限，可以发现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处于

整个领域的边缘位置，研究尚不成熟；种类 2（对

应领域 2）也主要集中在第三象限，主要为教育

教学创新，该领域研究仍不够成熟；种类 3（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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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领域 3）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第二象限，表

明信息化与教育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容易被

忽视的领域；种类 4（对应领域 4）范围较小，主

要分布在第二、三象限，可以说明数学核心素养

培养研究已初具规模，但尚仍不成熟；种类 5（对

应领域 5）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第三、四象限，

可以发现多媒体技术下的教学改进研究处于边缘

地位，还需要深入探讨；种类 6（对应领域 6）范

围较广，横跨一、二、四象限，并主要分布在第

一象限，可以发现未来教育关注领域研究相对比

较成熟；种类 7（对应领域 7）范围较小，主要分

布在第三、四象限，可以发现未来教育展望研究

仍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知识图谱法较为直观反映出了我

国 64 年的未来教育研究状况。通过社会网络图、

多维尺度图和聚类分析图，可以归纳出我国 64 年

来未来教育研究总体特征：1.64 年来未来教育研

究主要从多角度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2．未

来教育研究主要围绕教育教学创新、信息化与教

育变革、多媒体技术下的教学改进、未来教育关

注领域等七大领域进行，通过图表可以发现许多

文献都在介绍未来教育的关注领域，但如何应对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挑战却更为重要。3．“未来教

育”“信息技术”以及“课堂教学”三大领域是

目前未来教育研究的热点方向。4．核心素养培

育及信息化与教育变革等领域的研究虽引起了重

视，但仍不够成熟，还需深入探讨。

为了使我国未来教育研究更加完善，后续的

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应全力解决未

来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如教育公平、人才培养、

教育治理等问题；其次，要加快未来教育的变革，

从教育教学观念、学习过程、教师角色、教学方

式以及教学管理体制等方面应对现实挑战；再次，

未来课堂教学要发挥互联网倡导的“共享与协作”

精神，多元而便捷地获取教学资源；最后，关注

未来人才的成长，面向未来，着力培养学生发展

的核心素养。
图 2 未来教育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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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用 Bicomb 软件和 Ucinet 软件绘制

的未来教育热点知识图谱，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

性和作者缺乏研究经验等原因，本研究可能存在

一些不足。因此，希望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利用

更多科学计量统计软件，综合更多统计软件功能，

总结出我国未来教育的研究经验，为后续的研究

科学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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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 Topics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Future Education Research-Based on the Co-
word Analysis of CNKI in 5659 Articles from 1954 to 2018

Xu Zhuzhu, He Yongzhi 
  

Abstract: Taking the literature of China's future education research field from 5954 in the Chinese HowNet database from 
1954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co-word analysis method, combined with Bicomb2.0 bibliographic co-occurrence 
analysis software to generate the co-word matrix, and drawn through the NetDraw tool of Ucinet 6.0 software. The high-frequency 
keyword visualization map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otspot distribution in the field.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analysis of the SPSS software were used to class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a total of seven hot topic groups were obtained. 
Analyze the hot topics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hot issues and trends in the future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Co-word Analysis; future Education;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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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自然》杂志公布两项针对全球多个国

家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的调查显示：研究生存在

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超过四分一的研究生担心

自身的心理健康 [1]，而学业和生活的失衡是主要

原因之一 [2]， 在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逐渐得到重视，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仍不

完善 [3] ，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仍不乐观 [4] 。心理

健康教育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研

究生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研究生心理健

康服务理念也要随之变化。基于此，本文通过对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的研判，引

出学业 - 生活平衡视角并论述其介入研究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缘由、建构策略与意义。

一、当前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以本科生为服务对

象，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指导思想、体制机制

顺畅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这为发展和完善研究

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基础。随着教育市场化

及研究生扩招，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在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两个方面，照搬本科模

式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

也逐渐显露出创新不足、落实困难和缺乏抓手等

弊端。

（一）研究数量逐渐增加，但创新程度

不足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

育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逐渐增加但创新程度不足。

1983 ～ 2013 年期间有 710 篇文章探讨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研究内容及热点依次是对策、

现状、必要性、影响因素、有效性、危机干预、

模式研究、体系构建和课程建设 9 个方面 [5] 。笔

者使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功能对 2014 年至今

的 360 多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近 4 年研究内容

及热点集中在现状与对策、思想政治教育、医学

研究生、应对方式、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等方面，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视角：学业 - 生活平衡

邝宏达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 摘要 ]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之于新时代亟需创新。基于和谐文化、工作 - 生活平衡理论

提出的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旨在获得管理者、导师和学生等多方认同而成为心理健康教育新

视角。倡导研究生将学术融入生活，用生活滋养学术，顺应了新时代师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诉求，对于提升研究生身心健康、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可以通过提高研

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意识，加强学业 - 生活平衡理论研究、构建平衡支持体系、营造平衡文

化生态系统，促进研究生学业生活平衡。

[ 关键词 ] 心理健康教育；学业 - 生活平衡；现代性；积极心理学；研究生

［作者简介］ 邝宏达（1985-），男，江西赣州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16 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兴趣为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积极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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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积极心理学、师生关系（导学关系）、医

学研究生群体等更加深入的研究。总结发现，虽

然近年来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和实践不断进

步，但还存在以下问题：关于研究生心理健康教

育目标和研究生群体心理需求的探讨仍不深入；

研究的理论性和专业性还有待提高；重复性研究

居多、跨学科研究少。概括起来，就是创新性不足。

（二）重视程度逐渐提升，但落实存在

困难

从工作实践的角度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

育存在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实际落实困难的现

象。随着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心理危机发生率也

增加，高校逐渐认识到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并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日常学生工

作范畴，出台了相关文件、设置了相应工作负责

人，但工作落实过程却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有：

第一，专业队伍数量和质量不高。高校除心理咨

询中心专职教师外，其他部门如研究生院、学院、

系部一般没有配备专职心理教师，而是由辅导员

或其它岗位的教师兼任这项工作，工作实效不理

想。第二，教育目标模糊。本科生和研究生是两

个不同的群体，但由于人力物力限制，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基本上是本科生的“延伸版”，没有

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心理需求和学业特点进行分

析，没有找准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第三，体制

机制不顺畅。研究生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系

部学院与导师等层级之间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不

清，导致工作机制不畅。研究生以科研为核心，

导师是第一负责人，提升导师心理健康素养是改

善体制机制不顺畅的关键。比如，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推出的心理活动和课程得不到导师和研究生

的支持，出现“吃力不讨好”的现象。总体上讲，

照搬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到研究生群体容易

“失灵”，落实起来相当困难。

（三）解决对策逐渐丰富，但缺乏有效

抓手

从解决方式的角度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

教育问题提出的对策往往追求全面而失去抓手。

从工作经验、现状调查出发，研究生管理部门、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提

出了许多对策。然而这些对策由于缺乏对研究生

学习规律、生活规律和知识创新规律进行深入的

剖析，提出的对策只考虑了供给侧一方，忽视了

研究生需求侧的实际需求。造成的结果就是提出

的对策要么易于实际操作而实效低，要么费时费

力而执行难。比如，许多研究均批判了以咨询辅

导、普查建档和心理健康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

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超越“危机”和“问题”

为导向的现代管理建议 [6] ，但只停留在建议，尚

无科学的实证。因而，以往提出的研究生心理健

康教育对策使用实践行动的经验，缺少实证研究，

而且并未回答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现代化发

展带来人的异化。因此，提出的对策并未对人的

全面发展有更深层次的关照，造成了浮于问题表

面，缺乏哲理而被现实所淘汰。

目前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情况能

够为少数需要心理干预的研究生提供服务，而针

对广大研究生学业生活冲突等问题仍缺乏有效对

策。工作 - 生活平衡影响科研人员心理健康 [7] 不

断得到证实，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提供了

新方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已有的工作 -

生活平衡理论，尝试提出和论证一个符合现代化

进程中能够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学

业 - 生活平衡，作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抓手。

二、学业 - 生活平衡介入研究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缘由

学业 - 生活平衡是研究生对学业和生活的掌

控感，实现平衡意味着学业和生活多角色达到和

谐状态 [8] 。基于角色平衡理论的观点，个体顺利

履行多个角色责任，将促使多重角色与“自我”

形成和谐的关系，这种平衡对个体发展有益。学

习和生活密切关联但功能及需求各异，学业和生

活代表研究生日常活动的两个不同领域。学业指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及衍生活

动，如知识学习和科研活动等；生活指除学业外

的其它活动、自我发展领域相关活动及任务，比

如兼职、运动休闲、婚恋活动等等。履行学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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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责任和生活角色责任都需要耗费研究生资源，

然而个体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与无限

的角色需求之间就存在着互动的平衡 [9]。下面从

学业与生活的关系、心理基础、文化基础和理论

基础四个方面阐释学业 - 生活平衡视角介入研究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缘由。

（一）学业和生活的关系：劳动与休闲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属

性，但也不能没有休闲。同样，研究生有学业，

但不能没有生活。作为学生，学业代表了劳动力

输出和使用的物化形态。劳动需要消耗生产资料，

这些生产资料便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智力等

资源。然而，这些生产资料的获得却与劳动（学

业）存在着矛盾。它必须依靠个体保存一定的时

间和精力用于休闲生活（如运动、游戏、睡眠等），

以恢复或者生产出第二天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生

产资料（精力）。因而，现代研究生投入到学业（劳

动）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剥削的过程，是低层次

的自由时间（休闲）与劳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时间，在学业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意味着自

我剥削越严重 [10]。一旦投入和回报不等价，就可

能产生不良后果；科技发展二重性产生自我剥削

过度，则无法进行再生产 [11] 。因此，需要平衡生

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即平衡学业（劳动）和生活（休

闲）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做到劳逸结合”。

学业和生活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投入生

活对于学业是有积极作用，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属

于自己的平衡点。

（二）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的心理基础

学业（工作）与生活冲突、平衡学业（工作）

角色和生活角色的需求是每一位研究生、导师和

管理者共同的经历。第一，学业 - 生活平衡是研

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 [12]。研究生以创新为第一要

务，然而创新并非易事。学术创新遵循螺旋发展

的规律，科研的枯燥和失败是常事，研究生往往

因为学业而消耗过量心理资源而忽视了生活。学

业侵占生活的现象时有发生，越是学习效率低越

有可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陷入了负螺旋，最

终导致身心健康受损。此外，生活角色对学业角

色造成冲突现象也大量存在。研究生生活中如兼

职、婚恋、网络游戏等侵占学业时间的情形比比

皆是。因而，研究生群体学业 - 生活平衡经常受

到挑战，保持学业 - 生活平衡伴随着研究生求学

全过程。第二，导师和管理者经历着工作 - 生活

平衡的问题 [13]。与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相似，

处于工作状态的导师和高校管理者面临工作 - 生

活平衡的问题，科研绩效考核、行政工作、家庭

责任、人际关系等都需要耗费心理资源，面对多

重角色平衡问题，导师及管理者可以发展出丰富

的平衡策略。因此，生活平衡经历是师生共有的

经历，具有日常性和通俗性，为实施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提供了共同的心理基础。

（三）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的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和谐与平衡 [14] 。

平衡、和谐、中庸是文化精髓，中华文化追求的

生活平衡是超越日常实践的忙而不乱，保持精神

宁静而乐在其中。学业 - 生活平衡的理念符合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出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

充满人文关怀。下面简要从三个方面简要阐释：

第一，《易经》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想是本源。

以太极图为标志，阴阳平衡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树

大根深。行事，说理，都遵循阴阳双方此消彼长、

遵循一种动态的平衡。有阳就有阴，有刚就有柔，

有利就有害，成就了中国人平衡生活的追求。第

二，中医把平衡理论渗透到中华儿女的血脉。《黄

帝内经》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体

阴阳的平衡，则生生不息，阴阳失调，则健康就

会出现问题，这种平衡观念随中医进入千家万户。

第三，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和

谐、平衡的思想深入中华儿女的品格。如，新儒

学代表钱穆先生认为研究生应做到“为学”与“做

人”相统一 [15]。基于此，劳逸结合、松弛有度、

一张一弛等平衡文化理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平衡，平衡

理念深入师生心间，容易产生文化共鸣，这是实

施学业 - 生活平衡共同的文化基础。

（四）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的理论来源

施行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既有心理基础和文

化基础，也与当代工作 - 生活平衡理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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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作 - 生活平衡理念超越了工作 - 生活冲突

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产生了工作 - 生活平衡

理论，该理论在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研究已经比

较成熟并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 [16]：第一，工作 -

生活平衡是一个积极的变量；第二，前因变量方

面分为个体影响因素、组织影响因素和社会政策

因素 3 大类；第三，结果变量方面分为工作领域

结果、生活领域结果和健康结果 3 大类。工作 -

生活平衡理论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内涵和定义

方面，不同的情境使用的定义侧重点不同：第一，

从领域对立的角度，以角色冲突和角色促进定义

的平衡，即低冲突、高促进或低冲突高促进的组

合就是平衡，这种定义站在对立面对平衡进行定

义，因而被认为不能提供新的“信息”[17] ；第二，

从整体的人的角度，以平衡满意度、平衡有效性、

平衡的能力定义的平衡，这种定义注重个体的心

理感受，是把工作 - 生活平衡视为一种心理变量
[18]；第三，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以客观耗费时

间和主观需求时间差异进行定义的平衡，这种定

义注重了现实的需要，便于社会政策的制定 [19] 。

以上述的几类平衡定义为基础，形成了角色理论、

边界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四种主

要的理论解释模型 [20] 。虽然平衡的定义还存在一

定争议，但都证实了工作 - 生活平衡对个体工作

表现、生活表现和幸福感的积极影响 [21]。工作 -

生活平衡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丰富，是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学业 - 生活平衡视角下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对策

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发展”还需要剔除大学

制度中的落后成分，发挥现代化制度的保护作

用 [22]。研究生形成学业 - 生活平衡的过程是复杂

的，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参与其中。高校研究

生教育部门、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应该加强理论研

究，以理论指导实践，通过实践进一步修正理论。

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传播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

构建学业 - 生活平衡支持体系，营造学业 - 生活

平衡的校园文化生态。

（一）提高认识，加强研究生学业 - 生活

平衡观念引导

高校管理者、导师及研究生对学业 - 生活平

衡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形成了极度强调学业的文

化，不利于发挥生活的积极功能。因此，强化主

体意识，加强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观念的引导

就成为重中之重。首先，高校管理层应强化人文

关怀意识。高校的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对知识的

管理，所有的活动主体都与人有关，保障个体生

活平衡是管理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其次，针对研

究生导师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培

训。比如，新晋导师培训中加入学业 - 生活平衡

的知识；使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向导师推送学业 -

生活平衡知识；优秀导师评选指标中加入研究生

学业 - 生活平衡实践效果等。再次，加大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的倡导力度。研究生群体内差异大，

心理资源与需求不一，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应

对策略。通过传授理念、知识和应对策略，鼓励

研究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思和调整自身学

业和生活状态。总之，学校发挥宏观规划功能，

充分利用政策、规章制度、学习设施、生活设施、

学生活动、校园文化等手段传播学业 - 生活平衡

的理念。

（二）夯实基础，丰富研究生学业 - 生活

平衡理论研究

虽然工作 - 生活平衡已经相当丰富，但每一

个理论都有其适用背景，因而借鉴生成的学业 -

生活平衡构念运用到研究生群体还需要再检验。

具体来说需要开展以下的研究：首先，明晰学业 -

生活平衡的定义和内涵。究竟什么是学业 - 生活

平衡？是感知到的平衡就是平衡，还是实际的时

间分配平衡才是平衡；平衡是满意程度、投入程

度还是一种能力？目前，平衡的定义还存在争论，

哪一种更符合研究生群体的实际还需要进一步探

讨，加强实证。其次，弄清学业 - 生活平衡的结

构。从平衡的定义和内涵出发，进一步确定学业 -

生活平衡的结构，有利于编制有效的问卷或量表，

采用实证的方法验证学业 - 生活平衡对研究生学

术创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等结果变量的影响，

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到平衡，即学业 - 生活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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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变量研究。再次，揭示学业 - 生活平衡影响

身心健康、学业表现和幸福感的内在作用机制，

进一步为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对已有理论

的借鉴、完善和创新，加强学业 - 生活平衡理论

研究，可以为进一步开展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

实践提供支撑。

（三）多管齐下，构建研究生学业 - 生活

平衡支持体系

高校以现有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基础，将

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嵌入其中。从需要与支持的

角度出发，构建起研究生学业 - 生活平衡支持体

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学业 - 生活平衡理

念下的学校支持。学校支持是指学校提供的人文

环境、教学管理制度、奖助学金、学习和生活资

源及设施等。以往这些要素也存在，如从便利学

习、便利生活的角度考虑，但缺乏学业 - 生活平

衡的整体视角。学校支持对于研究生形成学业 -

生活平衡有重要的影响，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公正的奖助学体系和便利的学习生活设施，为学

业 - 生活平衡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学业 - 生

活平衡理念下的导师支持。一般情况下，导师（或

导师组）是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第一负责人，主要

在思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进行引导。导师对研

究生的发展至关重要 [23]，良好的师生关系，导师

在学习、生活和精神上的指引，在情感和学术上

的支持，是研究生学习与生活平衡的不竭动力。

第三，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下的家庭支持。家庭

支持是指家庭成员为帮助研究生履行学习和非学

习领域的角色责任而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

持。除学习领域的支持外，家庭支持对于研究生

休闲、健康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

视。第四，其它非正式支持。如室友支持、朋友

支持、恋人支持以及其它形式的人际支持等。

（四）师生努力，营造研究生学业 - 生活

平衡文化生态

高校将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贯彻到校园建设，

将学业 - 生活平衡纳入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之一，

积极推出有利于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各项举措，

营造良好的学业 - 生活平衡文化生态。注重学业 -

生活平衡的高校文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生态化发展的文化。文化生态是指文化产生、传

承和存在的基本状态，文化生态体现了多个文化

圈层平衡和谐地发展 [24]。高校学业 - 生活平衡文

化生态的建立离不开文化子系统的协同作用。首

先，在精神文化层面，推崇积极、和谐、健康的

人生价值观，推崇健康向上的科研价值观，崇尚

尊师重教的优秀师生价值观，有利于学业 - 生活

平衡；其次，在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层面，高校

合理的科研奖励制度、晋升考核制度、健康体检

制度、强制休息制度等制度建设，以及学术交流

活动、科研团队户外休闲活动等行为文化建设，

均有利于促进学业 - 生活平衡；最后，在物质文

化层面，便利的生活设施、优良的科研学习条件、

完善的“奖助贷勤补”等奖励与资助体系，这些

物质环境提供了学业 - 生活平衡的基本保障。然

而，物质文化改善相对容易而精神文化改变比较

困难，因此，要把握文化系统各个层面的建设力

度，把重心导向学业 - 生活平衡的价值观文化建

设中去。学业 - 生活平衡文化生态系统建设不能

一蹴而就，需要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共同发力，

塑造以生活平衡为视角的教学文化、学术文化和

管理文化。文化生态系统具有缓慢、动态与发展

性，即使是最容易改善的物质文化如食堂，也很

难获得学生们的满意 [25]。因此，高校学业 - 生活

平衡文化生态的形成是缓慢的、渐进的，需要依

靠多方共同努力才能营造起来。

四、学业 - 生活平衡介入研究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意义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需要有新的、

更加全面和整体的视角。研究生比本科生更成熟，

但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义务也更加繁重，

更加接近于一个“独立的人”、“工作的人”和“整

体的人”。因此，我们充分考虑了研究生日常生

活中学业领域和生活领域承担的多重角色，以及

与这些社会角色相匹配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

经济压力、角色期望压力等 [26]，在研究生心理健

康教育中引入学业 - 生活平衡视角，与以往研究

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相对比，存在下面三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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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回应了创新不

足的问题

学业 - 生活平衡从整体人的假设出发，回应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

变化，看待问题的视角也随之发展变化，研究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解决对策也就要与时俱进。

当前研究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个体置身于

现代化发展环境中表现出不可超越的潜伏于现代

性关于人的发展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心理健

康教育不仅是“补救药”，更是路标和方向 [27]。

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只是提供了

补救药，未开出预防的教育“处方”，因而创新

性不足。现代化社会造就了分工精细的社会系统，

也使日常生活产生异化 [28]。研究生也不能逃脱，

三点一线的生活，枯燥、单调而乏味。过度竞争

造成学业难度不断增加，剥削和自我剥削加重，

最后导致学业 - 生活失去平衡而产生种种心理问

题。学业 - 生活平衡视角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

育就是要协调当前科研文化中的现代性和社会性

的比重问题，就是要明确各层级机构中所应承担

的责任，以促使它符合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研究生

学业 - 生活的平衡需求。

（二）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回应了落实困

难的问题

学业 - 生活平衡介入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教

育促进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问题、教育队

伍问题和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第一，明晰了研

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最

大不同在于学业的性质和要求，从职业角度来说，

研究生更接近于职业，研究生角色接近于一个职

业人的角色，必须从一个整体的劳动人角度设立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因此，充分关照生

活各个角色需求的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与现代研

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契合。第二，促进解决教师

队伍专业性及数量不足问题。以往以心理问题倾

向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教育需要丰富的心理学

知识技能储备，这条标准无形将其他教师排除在

外，造成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不足。以学业 - 生活

平衡干预为目标的心理健康教育借鉴员工帮助计

划（EAP）的优点，通过整合研究生完成学业必

要的资源，如导师支持、辅导员支持和家庭支持

等，达到平衡学业和生活的目的。第三，促进理

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体制机制。学业 - 生活

平衡视角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理顺了

研究生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系部学院与导师

各层级之间的心理健康教育责任和任务。研究生

院负责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

完善和监督；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心理咨询、

危机干预的实施；系部学院带领导师落实相关心

理支持，维护学业 - 生活平衡的关键心理资源。

这种视角照顾了各个层级的优势，具有向心力，

有利于工作的落实。

（三）实施学业 - 生活平衡回应了缺乏抓

手的问题

学业 - 生活平衡响应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积极心理学转向 [29]，关照了研究生学业、生活

和健康多个方面，对于提升研究生整体幸福感具

有积极的意义 [30]。第一，学业 - 生活平衡有利于

提升学业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时间和精力得到保

证的前提下，生活角色对学习角色具有良性溢出

效应。比如研究生结束高强度的学习后参加运动，

从脑力劳动模式转换到体力劳动模式，能够促使

身体和大脑处于放松状态，改善肌肉和大脑的机

能，使疲劳紧张的机体得到休息、恢复，进而提

高学习效率。即研究生全身心地履行生活角色时，

能够释放压力，恢复身体机能，获得积极的心理

状态有助于学习活动。第二，学业 - 生活平衡有

利于提高研究生生活价值感和幸福感。学业 - 生

活平衡除影响学习领域之外，还对生活领域产生

较大影响。研究生通过积极地投入生活而促进其

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通过积极地投入生活，如

运动休闲、游戏娱乐等，促进其缓解因学业带来

的压力，发现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多元的生

活体验，提升了生活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幸福感。

第三，学业 - 生活平衡有利于促进生理健康和心

理健康。研究生积极应对生活的变化、不断改进

平衡策略以适应研究生生活。这种主动适应的态

度，将学业和生活的挑战控制在良性范围，减少

了负性情绪，有益于身心健康。综上可见，学业 -

生活平衡理念更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它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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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压力和问题视角，考虑了研究生日常生活

的多个方面，是一个有效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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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愈加激烈。国家正在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战略，在未

来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战略制高点迫切需要

培养大批复合、创新型的工程科技人才。2017 年

教育部启动“新工科”发展建设工作，明确提出

高校应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技术创

新要求，把握行业人才需求方向，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校企合作培养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

也是工程教育的基本规律。从实践来看，我国很

多高校与企业加强了合作，开展了联合培养，以

此来提升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然而，当前校

企合作中存在着企业参与意愿不强、高校培养与

企业脱节、工程实践训练薄弱等问题，造成工科

毕业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

从 研 究 来 看， 国 外 学 者 从 校 企 合 作 教

育 模 式 的 角 度 进 行 研 究， 研 究 集 中 在 合 作

教 育（Cooperation Education）、 校 企 联 合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 UIL）、 校 企 合 作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collaboration, 
UIC、University-business collaboration, UBC）、

基于工作的学习（Work-based learning, WBL）、

工 作 融 入 学 习（Work-integrated learning, WIL）

以 及 实 习（Internship）、 顶 岗 工 作（Work 
placement）、 工 作 实 训（Work-related training）

等对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积极影响（Ishengoma，
2016；Nielsen，2013；Trede，2015；Shiona，
2015；Nick，2012）[1-5]。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是

在职业教育层面，徐娟（2017）[6]、林幸福（2014）

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机制
——基于北京高校工科研究生的调研

张  雪

（北京理工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1）

[ 摘要 ] 校企合作培养是提升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以企业雇主和工科

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进行调研，探究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

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教学实践维度正向显著影

响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技术应用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和合作沟通能力，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维度正向显著影响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合作交往能力。实习实践经验在校

企合作培养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能力应然认知在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与

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 关键词 ] 校企合作培养 ；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实习实践经验；能力应然认知

［作者简介］ 张雪（1984-），女，河北唐山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
大学生就业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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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发现校企合作培养影响高职学生就业能力，

表现在企业实习实践、校内基地实训校企支持等

方面。也有学者从校企合作培养现状出发分析其

造成学生缺乏实践经验的结果（甘宜涛，2017）[8]。

现有研究对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进行了理论和

实践上的探索，并对工科大学生进行了实证研究，

做出了颇具有启发性的贡献，但仅就某一视角的

某种模式或某个因素进行研究，尚未有一个整体

和系统的观点。较少有校企合作培养对学生就业

能力的直接、间接影响的研究。此外，针对工科

研究生这一高层次群体的研究极为缺乏，这亟待

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本研究基于合作教育理论，以北京高校的工

科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校企合作培养对

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试图回答校企合作

培养的哪些因素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哪些要

素有所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哪些因素在其中起到

中介或调节的作用，以期为我国工科研究生培养

和就业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合作教育的理论     

合作教育源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赫尔曼施奈

德（Heman Shneider）教授在 1906 年倡导的合作

教育计划。关于合作教育的含义，世界合作教育

协会的解释是“合作教育将课堂上的学习与工作

中的学习结合起来，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与之

相关的、为真实的雇主效力且通常能获取报酬的

工作实际中，然后将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增长的

见识带回课堂，帮助他们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对合作教育的理解，一类是从时间空间角度，认

为是校内的课堂学习与校外真实的工作相结合，

另一类是从内涵本质角度，认为是学校和产业部

门共同实施的人才培养过程。合作教育强调学生

参加实践和企业参与培养，其在提高毕业生就业

能力上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9]。不仅如此，

芬恩（Finn）还指出，应超越产学合作教育作为

一种教育模式，探究其独特的经验学习现象，延

伸并拓展教育价值和目标 [10]，这为本文探究校企

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提供了很

好的视角。

（二）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

力的影响

根据上述理论，本研究采用的“校企合作培

养”是指高校和企业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育环境

和资源，将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以

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能力，增强社会适

应性和团队合作精神，最终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

就业竞争力的一种教育模式 [11]。本研究采用的“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是指工科研究生能够满足企

业需要，获得、保持工作，在工作中发展及应对

工作中出现变化的能力 [12]。

国外学者研究校企合作培养提升大学生就业

能力，主要集中在合作教育的实习实践、课程教

学和就业指导等角度。Ishengoma 和 Vaaland（2016）

研究发现校企合作培养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体

现在企业实习和企业参与课程培养项目 [13]。Yin
（2009）在研究合作教育和实习经历时发现，参

加合作教育和实习较多的学生在工程设计流程和

应用系统设计流程解决工程问题方面的能力较

好 [14]。Shiona（2015）通过考察信息和通信技术

部门学位教育中的实习，发现实习可提高就业能

力 [15]。Feldmann（2015）研究发现基于工作的学

习影响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有必要将其作为一

种体验式和情境化的学习经验进行扩展 [16]。Pitan
（2016）实证研究发现就业能力发展机会是有效

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其中真实情境工作

的作用最大，而课外活动并不显著 [17]。Trede 和 
Mcewen（2015）研究发现，实习支持可以较好地

训练学生在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终身学

习能力等通用技能 [18]。Nick（2012）研究发现，

合作教育中的顶岗实习可有效提升就业能力，实

习的质量、实习是否与专业相关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 [19]。Nielsen（2013）通过大学与产业合作实现

课程教学重大转变，推动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投

入，改变了学习过程和参与度，并改善了评估结

果 [20]。Garwe（2014）研究发现，开发与经济社

会需求相关的课程对毕业生就业能力影响最大，

与工作相关的实习实训和就业和职业指导也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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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 [21]。

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在职业教育层面，林

幸福（2014）研究发现校企合作的准员工实践、

企业实习、校内基地实训对高职学生就业能力有

影响 [22]。郭建如和邓峰（2014）研究得出企业顶

岗 实 习 对 增 强 高 职 生 就 业 能 力 所 起 的 作 用 明

显 [23]。徐娟和张耀华（2017）研究得出校企支持

和个体认知影响高职学生就业能力 [24]。在本科生、

研究生层面的校企合作培养与就业能力研究非常

稀少，仅有林健（2012）[25]、左建民（2014）[26]

结合卓越工程计划对工程师能力的要求在理论层

面提出校企合作培养内容和形式。梳理文献在探

索影响学生就业能力的校企合作培养“最佳模式”

方面颇具有启示价值，但尚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理

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更缺乏从不同主体视角进行

评价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H1：校企合作培养正向影响工科研究生就业

能力。

（三）实习实践经验的中介作用

工科研究生实习实践经验来源于实习实践

经历，企业为工科研究生提供实习实践的环境，

工科研究生参与实习实践活动，亲身获取“工作

经验”，主要表现为工科研究生在工程实践环境

中顶岗工作，获得工作需要的实践经验 [27]。此

外，国外相关研究还指出，基于项目实践的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基于工作情境的学习

（Work-Based Learning）也是工科研究生获取实

践经验的重要途径 [28]，国内相关实践也表明，高

校邀请企业工程师担任“生涯规划导师”，参与

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组织参观企业和校友座谈，

从而增加工科研究生对未来从事工作的“求职经

验”。实习实践经验正向预测就业能力，实证研

究表明实习实践经历能够有效提升就业能力 [29]，

理论研究也表明学生通过 Co-op 项目体验生产过

程，增加实践经验，从而获得可雇佣性的提高 [30]。

此外，相关研究结果还证明了工作经验的中介效

应，如 TESLUK 认为个体参加培训和岗位锻炼通

过工作经验影响工作绩效 [31]，Campion 认为实施

员工岗位实践促使员工拥有多样化的工作经验，

会间接引致个体更换工作或职业 [32]，此外，有学

者指出初级经验是与环境相联系指向现实实践，

高级经验是与个体心理、认知、能力想联系指向

内部建构，解释了从经验到能力的形成过程 [33]。

这对本文研究实习实践经验的中介作用有一定的

启发。由此，提出假设 H2。

H2：实习实践经验在校企合作培养与工科研

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四）就业能力认知的调节作用

就业能力的形成是在教育引导下个体自主完

善的过程，而个体对能力重要性的认知作为“心

态环境”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效果的

发挥。工科研究生对就业能力重要性认知越高，

其参与培养的积极性越高，校企合作培养对其就

业能力的影响效果越好。虽然尚无就业能力认知

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但相关研究结果有一定的

预测作用，如实证研究表明，员工对自身能力的

认知、工作意义的认知以及工作自主性的认知均

显著正向调节创业机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34]，这

对本文研究就业能力认知的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借

鉴。由此，提出假设 H3。

H3：就业能力认知在校企合作培养与工科研

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

就业能力影响的模型（见图 1）。

图 1 概念模型和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实施与数据收集

于 2017 年 1 月对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的工科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为使样本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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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和代表性，每所高校先选取 2-3 个工科学

科专业，再在学科专业所在的院系进行随机抽样。

为确保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性，问卷由专人在工

科研究生的实验室现场发放和回收。共发放问

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43 份，有效问卷率为

88.6%。

被 试 的 基 本 情 况 为：“985 工 程” 院 校

占 62.5%，“211 工 程 ” 院 校 占 37.5%； 电 子

信息专业占 38.5%，机械专业占 28.9%，材料专业

占 11.2%，自动化控制专业占 8.9%，交通运输专业

占 6.8%，土木建筑专业占 5.5%；硕士研究生占

63.4%，博士研究生占 32.3%；男生占 73.0%，女

生占 27.0%；具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工科研究生占

21.1%。

（二）变量界定

1. 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

依据 ABET 工程标准、CDIO 教学大纲、“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中国工程教

育 专 业 认 证 协 会 通 用 标 准、 国 际 工 程 联 盟 毕

业生核心能力与职业专业能力标准，形成本研

究的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初始量表。经过探索

性 因 子 分 析 确 立 正 式 量 表， 其 包 括 技 术 应 用

能 力、 个 人 心 理 品 质、合作交往能力、职业发

展能力 4 个维度的 19 个题项。采用 Likert 5 点量

表进行计分，“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

别记 1 到 5 分。

2. 校企合作培养

依据林健提出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专门要求考查评价 [35]，形成本研究的校企合作培

养初始量表，其包括“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校企共同开发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工科

研究生参加企业工程实践活动”、“工科研究生

参加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指导教师由

高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组成”、“校企共同开展

就业指导和招聘活动”、“校企共建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和“教师的工程实践活动经历”等题项。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正式量表，其包括学科

专业教学实践、就业创业教育活动两个维度的 13

个题项。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进行计分，“非常

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别记 1 到 5 分。

3. 实习实践经验

依据卿石松开发的“是否有与专业相关的实

习实践”[36]，本研究进行适当修改，设立“我有

与未来职业相关的、丰富而有效的实习实践经验”

题项。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进行计分，“非常不符合”

至“非常符合”分别记 1 到 5 分。

4. 就业能力认知

依据屈晓婷采用的就业能力重要性评价的

做法 [37]，本研究据此设计相应的选项，而且，

就业能力认知的内容与就业能力保持一致。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进行计分，“非常不重要”至“非

常重要”分别记 1 到 5 分。

5. 高校和个人背景特征

将反映高校特征的高校层次类别、学科专业

和反映个人特征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学生干部

经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其设为虚拟变量，

分别以 211 高校、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女生、博

士研究生、无担任学生干部为基准组。

四、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克隆巴赫 α 系数检验信度，如表 1 所

示，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0.915，其中技术应用能力、个性心理品质、合

作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92、0.828、0.825 和 0.807，校企合作培养量表

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 0.907，其中学科专业教学

实践、就业创业教育活动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64 和 0.864，说明量表总体及维度的内部一致

性较好。

采用结构效度检验效度，如表 1 所示，通过

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

校企 合 作 培 养 测 量 题 项 的 标 准 化 因 子 载 荷 均

显著高于 0.5，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较好，校企

合作培养的二因子模型、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

的四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标准，如表

2 所示，卡方自由度比值均小于 3，CFI、GFI、

NFI 均大于 0.9，RMSEA 均小于 0.08，表明模型

拟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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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观察变量
因子
载荷

方差
解释

α 系
数

校企合作培养（累
积解释度 83%）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专业设置 0.675

48.288% 0.864

课程体系 0.671
实践教学 0.785
企业实习 0.688
科研项目 0.595
科研选题 0.725
双导师制 0.576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科技园建设 0.776

10.495% 0.864

双创活动 0.789
招聘会 0.581
就业课程 0.598
企业家讲座 0.701
教师实践 0.828

就业能力（累积解
释度 63%）

技术应用能力

研发设计 0.600

40.070% 0.892

专业知识 0.736
发现问题 0.735
分析问题 0.709
信息处理 0.731
问题解决 0.726
创新意识 0.715
熟练操作 0.603

个性心理品质

诚实守信 0.683

10.569% 0.828
积极主动 0.697
责任意识 0.716
自我效能 0.714

合作沟通能力

组织协调 0.773

7.395% 0.825
团队合作 0.758
果断决策 0.674
人际交往 0.656

职业发展能力
职业认知 0.552

6. 529% 0.807职业规划 0.709
职业目标 0.812

 

量表 2 df 2/df GFI CFI NFI RMSEA

工科研究生
就业能力

227.946 137 1.664 0.943 0.974 0.937 0.042

校企合作培养 101.911 48 2.213 0.961 0.977 0.958 0.054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 3 所示，校企合作培养

中，学科专业教学实践相对于就

业创业教育活动的得分较低。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中，职业发展

能力、合作沟通能力、技术应用

能力的得分低于个性心理品质。

实习实践经验得分最低，且标准

差最大。就业能力认知得分最高，

且标准差最小。相关分析表明，

校企合作培养因素、工科研究生

就业能力要素、实习实践经验、

就业能力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

因此，可进一步探讨变量间的内

在关系。

（三）假设检验

1. 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

生就业能力的直接效应检验

如 表 4 所 示， 学 科 专 业 教

学实践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

技术应用能力、职业发展能力、

合作交往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64（p<0.01）、0.217（p<0.01）

和 0.162（p<0.05），说明学科专

业教学实践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

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创

业教育活动对工科研究生个性心

理品质、合作交往能力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0.321（p<0.001）、0.129

（p<0.1），说明就业创业教育活

动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也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H1

得到了证明。

控制变量中，“985 工程”

高校对技术应用能力、合作沟通

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的回归系数

分 别 为 0.343（p<0.01）、0.224

（p<0.1） 和 0.434（p<0.01）；

电子信息专业对技术应用能力、

表 1 校企合作培养、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 2 模型拟合指数

表 3 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3.76 0.70 1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4.08 0.64 0.67** 1
实习实践经验 3.06 1.04 0.26** 0.19** 1
就业能力认知 4.41 0.38 0.28** 0.29** 0.11* 1
技术应用能力 3.63 0.61 0.24** 0.21** 0.54** 0.24** 1
个性心理品质 4.09 0.58 0.19** 0.33** 0.26** 0.36** 0.50** 1
合作沟通能力 3.64 0.67 0.26** 0.25** 0.37** 0.34** 0.48** 0.51** 1
职业发展能力 3.50 0.77 0.26** 0.24** 0.49** 0.31** 0.48** 0.47** 0.49** 1

注：n=384；+p<0.1、*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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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品质、合作沟通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 -0.318（p<0.05）、-0.260（p<0.1） 和 -0.372

（p<0.05）， 机 械 工 程 专 业 对 个 性 心 理 品 质、

合作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 -0.293（p<0.1）、-0.452（p<0.05） 和 -0.455

（p<0.05）；硕士生对技术应用能力的回归系数

为 -0.127（p<0.1）；男生对技术应用能力的回归

系数为 0.230（p<0.01）；担任学生干部对技术应

用能力和合作交往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82

（p<0.05）和 0.262（p<0.01）。以上结果说明高

校特征和个人特征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也具有

显著的影响。

2. 实习实践经验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法 [38]，运用层

次回归的方法检验实习实践经验的中介作用。如

表 5 所示，首先，学科专业教学实践（β=0.213，

p<0.001）、 就 业 创 业 教 育 活 动（β=0.234，

p<0.001） 分 别 对 工 科 研 究 生 就 业 能 力 的 影 响

显 著。 其 次， 学 科 专 业 教 学 实 践（β=0.373，

p<0.001）、 就 业 创 业 教 育 活 动（β=0.282，

p<0.01）分别对实习实践经验的影响显著。最后，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和实习实践经验同时对就业能

力进行回归时，实习实践经验对就业能力的回归

系数仍然达到显著水平（β=0.242，p<0.001），

但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对就业能力的回归系数由原

来的 0.213（p<0.001）下降到 0.123（p<0.001），

方差解释率达到 34.3%（F=17.535，p<0.001），

说明实习实践经验在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与就业能

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同理可证，实习实

践经验在就业创业教育活动与就业能力之间也起

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2 得到了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实习实践经验

采用广义的理解，即实习实践经验来源于工科

研究生参与的校企合作培养的全过程，结果证明

了实习实践经验在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就业创业

教育活动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若实习实践经验采用狭义的理解，即实

习实践经验源于工科研究生参加的企业实习实践

活动，以工科研究生参加企业实习实践活动作为

自变量，实习实践经验为中介变量、工科研究生

就业能力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回归系数从

β=0.062（p<0.001）下降到 β=0.020（p>0.05），

方差解释率达到 31.8%（F=17.762，p<0.001），

得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也验证了参加企业实习

表 4 校企合作培养影响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应用能力 个性心理品质 合作沟通能力 职业发展能力
B p B p B p B p

男生 0.230 0.001** 0.023 0.741 0.054 0.495 0.092 0.318
985 工程高校 0.343 0.003** 0.160 0.148 0.224 0.078+ 0.434 0.004**

电子信息 -0.318 0.049* -0.260 0.093+ -0.372 0.037* -0.285 0.173
材料 0.060 0.686 -0.088 0.542 -0.201 0.225 0.110 0.572
机械 -0.251 0.141 -0.293 0.074+ -0.452 0.017* -0.455 0.040*

电气自动化 -0.048 0.764 -0.252 0.105 -0.194 0.278 -0.045 0.829
土木 0.111 0.532 -0.148 0.386 -0.107 0.586 0.241 0.296
硕士 -0.127 0.064+ 0.044 0.504 0.088 0.244 0.130 0.145
学生干部 0.182 0.021* 0.117 0.121 0.262 0.003** 0.004 0.965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0.164 0.006** -0.042 0.457 0.162 0.014* 0.217 0.005**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0.064 0.328 0.321 0.000*** 0.129 0.074+ 0.116 0.170
常数项 2. 609 0.000 2.990 0.000 2.527 0.000 1.989 0.000
调整 R2 0.128 0.103 0.101 0.085
R2 变更 0.155 0.132 0.129 0.114
F 检验值 5.656*** 4.657*** 4.563*** 3.955***

注：n=384；+p<0.1、*p<0.05、**p<0.01、***p<0.001；以女生、“211 工程”高校、交通运输专业、博士生、非学

生干部为基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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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是工科研究生获得实习实践经验进而

提升就业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

3. 就业能力认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方杰、温忠麟的调节效应检验法 [39]，

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检验就业能力认知的调节

作用。本研究对自变量的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就

业创业教育活动和调节变量的就业能力认知做中

心化处理，以减小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如表 6 所示，首先，学科专业教学实

践（β=0.149，p<0.001）、 就 业 创 业 教 育 活 动

（β=0.150，p<0.001）分别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

力的影响显著。其次，就业能力认知分别与学科

专业教学实践（β=0.168，p<0.001）、就业创业

教育活动（β=0.167，p<0.001）对工科研究生就

业能力的影响显著。最后，就业能力认知与学科

专业教学实践的交互项（β=0.050，p<0.05）显

著影响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方差解释率达到了

23.2%（F=9.808，p<0.001），说明就业能力认知

与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相对于低认知水平的工科研

究生，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对高认知水平的工科研

究生的就业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就业能

力认知的调节作用得到了证明（见图 2）。但就

业能力认知在就业创业教育活动与工科研究生就

业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未得到证明。因此，假设

H3 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北京高校工科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了校企合作培养对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实习实践

经验的中介效应和就业能力认知的调节作用，主

要结论包括： 

第一，校企合作培养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

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校企合作培养正向显著影

响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其中，学科专业教学实

践正向显著影响工科研究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职

业发展能力和合作沟通能力，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正向显著影响工科研究生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合作

沟通能力。

第二，实习实践经验中介校企合作培养与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关系。实习实践经验在学科

表 5 实习实践经验中介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影响的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实习实践经验 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7 模型 8
男生 0.369** 0.377** 0.119* 0.130* 0.015 0.029 0.037

985 工程高校 0.467* 0.401* 0.333*** 0.272** 0.216* 0.220** 0.174*

电子信息 -0.662* -0.566* -0.350** -0.280* -0.164 -0.190 -0.141
材料 -0.119 -0.082 -0.018 -0.005 0.035 0.011 0.016
机械 -1.067*** -1.002** -0.362* -0.313* -0.075 -0.104 -0.067
电气自动化 -0.377 -0.339 -0.124 -0.108 -0.006 -0.033 -0.025
土木 -0.486 -0.482 0.013 0.032 0.123 0.131 0.150
硕士 0.043 0.030 -0.002 -0.008 -0.020 -0.013 -0.016
学生干部 0.166 0.190 0.164* 0.165* 0.142* 0.124* 0.119*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0.373*** 0.213*** 0.123***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0.282** 0.234*** 0.165***

实习经验 0.264*** 0.242*** 0.246***

调整 R2 0.112 0.079 0.129 0.129 0.318 0.343 0.357
R2 变更 0.138 0.105 0.154 0.154 0.337 0.363 0.377
F 检验值 5.415*** 3.992*** 6. 168*** 6.153*** 17.257*** 17.535*** 18.617***

注：n=384；+p<0.1、*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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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实践、就业创业教育活动与工科研究生

就业能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实习实践经验

在企业实习实践活动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

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 6 就业能力认知调节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影响的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男生 0.119* 0.130* 0.168** 0.175** 0.174** 0.179**

985 工程高校   0.333*** 0.272** 0.288** 0.247** 0.282** 0.254**

电子信息 -0.350** -0.280* -0.346** -0.298* -0.327* -0.295*

材料 -0.018 -0.005 -0.106 -0.097 -0.105 -0.089
机械  -0.362* -0.313* -0.359** -0.325* -0.333* -0.321*

电气自动化 -0.124 -0.108 -0.154 -0.143 -0.136 -0.133
土木 0.013 0.032 -0.058 -0.046 -0.044 -0.033
硕士 -0.002 -0.008 -0.009 -0.013 -0.014 -0.013
学生干部 0.164* 0.165* 0.172** 0.173** 0.173** 0.174**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0.149*** 0.103*** 0.090**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0.150*** 0.160*** 0.100***

就业能力认知 0.168*** 0.167*** 0.181*** 0.178***

学科专业教学实践 × 认知 0.050*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 认知 0.028
调整 R2 0.129 0.129 0.225 0.224 0.232 0.225
R2 变更 0.154 0.154 0.250 0.249 0.259 0.252
F 检验值 6. 168*** 6.153*** 10.229*** 10.166*** 9.808*** 9.463***

  注：n=384；+p<0.1、*p<0.05、**p<0.01、***p<0.001；学科专业教学实践、就业创业教育活动、就业能力认知做

中心化处理

图 2 就业能力认知对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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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业能力认知调节校企合作培养与工

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关系。就业能力认知在学科

专业教学实践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

正向调节作用，但就业能力认知在就业创业教

育活动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不

显著。

（二）讨论与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校企合作培养

是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

素，同时实习实践经验作为“潜在能力”在两者

间起到中介作用，就业能力认知作为“心态环境”

在两者间起到调节作用。因此，校企双方可从这

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培育和提升工科研

究生的就业能力。

第一，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将产业资源和需

求引入工程教育的过程环节。校企双方应加强有

针对性的合作培养，在学科专业教学实践方面，

校企联合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开发建

设课程、共建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开展

科研项目，组织研究生实习实训和项目研究，建

立双导师指导制度及评价反馈机制，从而增强工

科研究生的就业硬实力。在就业创业教育活动方

面，校企联合开展招聘活动，举办就业创业讲座，

共建双创教育实践基地，引入双创实训模拟环节，

组织研究生创新创业活动，加强双导师对创新创

业的指导 [40]，从而提升工科研究生的就业软实力。

此外，还应加强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与就业创业教

育活动的交融，通过在专业教学实践中渗透职业

教育，在就业创业活动中联系专业教育，提高工

科研究生就业的综合实力。

第二，强化实习实践经验，将实习实践经历

转化为工程实践所需的经验。校企双方应在学科

专业教学实践方面，合作共建实习实践基地，开

展科研项目、生产实践等多种形式的实习、实践

和实训活动，促进工科研究生技术经验的掌握和

应用。在就业创业教育活动方面，企业专家指导

研究生就业创业，雇主适时反馈招聘需求和毕业

生质量评价，促进工科研究生职业经验的积累和

运用。本研究发现工科研究生实习实践经验整体

水平不高，个体间差异较大。据访谈，多数高校

为工科研究生提供了实习实践机会，但因工科研

究生参与实践和校企投入培养的程度不同，造成

个体将实习实践经历转化成为工作经验的程度有

所差异。因此，校企双方需要加强合作培养力度，

为工科研究生实习实践创造良好条件，共同监督

研究生培养的过程质量，研究生自身也要积极地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第三，重视就业能力认知，以积极的认知激

发提升就业能力的动机行为。校企双方应在工科

研究生课程教学和项目实践中渗透职业价值观教

育，帮助其树立积极的就业能力认知，指导其做

出合理的认知重要性评价，不断激发其提升就业

能力的动机和行为。本研究中，就业能力认知在

就业创业教育活动与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间无显

著调节作用，这是因为相对于学术性活动，工科

研究生参与非学术性的就业创业教育活动较少，

两者的交互作用未得到应有发挥。因此，校企双

方应积极倡导工科研究生参加非学术活动，促进

就业创业活动引导就业认知，就业认知调节就业

创业活动，从而为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提升营造

支持性环境。

第四，面向产业行业需求，满足新兴产业对

跨学科交叉工程人才的需要。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对工程科技人才的能

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工科培养的人才不

仅在就业硬能力上缺乏跨界思维、创新意识和创

业精神，更是在软能力上缺乏全球领导力和国际

视野，难以满足现代新兴产业跨学科、综合化的

需求。因此，高校应加强与新兴产业、行业企业

的联系，选择代表性的合作对象和前沿性的合作

内容，根据服务国家战略、满足产业需求，优化

学科发展布局，促进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新兴工科，保

证工科研究生培养满足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41]。

本研究基于合作教育理论，结合我国校企合

作培养的实施现状，探索了校企合作培养对工科

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影响。研究不仅证实了校企合

作培养对工科研究生就业能力的正向影响，而且

阐明了“合作培养—实践经验—就业能力”的形

成过程，揭示了能力认知与合作培养交互影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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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对我国深入推进校企合作，

促进工科研究生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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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on Employ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Survey of Engineering Graduates in Beijing Universities

Zhang Xue

Abstracts: Employability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measure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in accord with enterprise’s 
requirement,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an imperative path to enhance postgraduate employability. Based 
o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on employabi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It finds that the dimension of academic teaching and practi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ical practice ability, career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the dimens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ersonal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bility. 
Besides, the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experience plays a media role between cooperation education and employability, and cognition 
of importance of employa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teaching and practice and employability. 

Key words: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employability; practical 
experience; employability importance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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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际电子教科书发展态势中，除了市场、

技术的成熟，政府的政策支持也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2011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实现所有美

国学生使用电子教科书学习。2012 年，美国教育

部长阿恩 • 邓肯督促全美教育部门协助学校加快

电子教科书使用进程，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

会发布“电子教科书发展规划守则”，意在协助

K-12 学校将纸质教科书换为电子教科书。在美国

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各州政府也加大力度投入

电子教科书发展行动中。

教科书是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是学生学习

的重要直接来源。随着时代、科技进步，阅读习

惯、偏好与阅读策略的变化，电子教科书应用范

围越来越广，成为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应用。对于

教育者而言，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

者，能够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理解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又需要积极、深度

思考和自我指导。在课堂中，教科书作为基本学

习工具，承载了丰富的资源与知识内容，然而不

少学生或因排版、文本可读性、词汇量、概念超

负荷等原因导致阅读障碍；同时，科技快速增长

也为学生的读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1] 学习者

使用电子教科书可以在阅读器上按照个人学习规

律放大或缩小字体，提供语音朗读功能和视频浏

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阅读障碍，以多种方

式促进学习。数字化时代使电子教科书逐渐走进

学校、走入课堂，在提供便利、方便教与学的同

时，也存在众多问题与挑战。尽管美国是最早发

起电子教科书计划的国家之一，但是在 K-12 教

育中，电子教科书的使用进程并未如预期一样迅

速发展，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具有警示与借

鉴意义。电子阅读器的发展使电子阅读更加具体、

形象，为教科书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数字化

出版领域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应

对电子教科书的发展势头，对政府、学校、教师、

学生、出版社，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政策及启示

王  玲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 摘要 ] 教科书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依据，也是学生学

习的重要信息来源。数字化时代中，科技逐渐应用到学校、课堂，教学内容、教材正在逐步

走向电子化，电子教科书在未来教育中的使用将越来越普遍。本文分析电子教科书的概念、

特点；探讨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的政策以及电子教科书使用的优势与挑战；提出发展电子教

科书的建议，为我国未来教育中电子教科书发展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数字化时代；美国；电子教科书

[ 作者简介 ] 王玲（1990-），女，山东潍坊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2015 级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主
攻教育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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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教科书相关概念

科技发展推动教育创新，电子教科书的发展

包含硬件（电子阅读器）和软件（电子化内容）

两方面，技术上以画面呈现色彩、清晰度、电池

持久力等为发展重点，电子化内容旨在内容、图

片、排版等方面适合教师和学生使用。电子教科

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如数字阅读（Kindle, 
iPad）、网络文本阅读 (Google Books)、电子书等。

（一）数字阅读（digital reading）
电子书阅读设备的兴起历史并不久远，2007

年，亚马逊 Kindle 作为最早的电子阅读器，出现

在公众视野；2010 年，苹果公司推出 iPad，回顾

早期版本的电子书和电子化文本，为理解当今电

子教科书提供了基础。早期电子阅读研究主要关

注在电脑屏幕、视觉疲劳 [2] 以及阅读速度方面。[3]

（二）网络文本阅读（online reading）
网络文本的关注点主要在网络阅读的过程，

超链接到多媒体或者其他网页网站。电子教科书

使用者可以选择点击链接到互联网上探索更多感

兴趣的话题与知识。寻找、评估和合成信息总和

可能比阅读印刷文本本身更加复杂。[4] 学习者既

要从心理上转向数字化探究过程，同时也要关注

文字识别、流畅性以及从印刷阅读体验中获得的

综合性策略。

（三）电子书（e-books）

各类题材电子书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更多

移动设备的出现使电子阅读更加方便。广义上，

电子书就是纸质书籍的电子版，书籍内容通过电

脑、手机、电子阅读平台（如 Kindle, Nook）等

呈现给读者。在美国，53% 的 K-12 学校图书馆

提供电子书，[5] 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

们阅读电子书。[6]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电子阅读

器更加满足阅读者需求，阅读电子书的人数增多。

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相比传统纸质书籍，使用

电子书时儿童的理解力有所上升。[7] 相仿年龄的

学生在传统纸质文本阅读中的理解力较高，但是

在用电子书阅读时表现出了更高的满足感与好奇

心。[8] 小学生利用电子书功能，如字体调整，词

语查阅等帮助其理解。[9] 对青少年和成年阅读者

而言 , 18-25 岁的群体在纸质或者电子书、电脑

上阅读记叙文和说明文，其理解力没有区别。[10]

十年级的学生在纸质文本阅读中的表现要略优于

电子设备上阅读的学生。[11]

（四）电子教科书（e-textbooks）
电子教科书的定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

电子教科书就是将传统纸质教科书以电子化形式

呈现；[12] 电子教科书即服务于教与学的电子版教

学使用教材；[13] 电子教材是一类遵循学生阅读规

律、利于组织学习活动、符合课程目标要求、按

图书风格编排的电子书或电子读物。[14] 总体而言，

电子教科书是任何数字化形式的教科书，但相比

传统教科书，又包含更多内容与功能，学生可以

随时随地利用电子教科书进行学习活动，电子教

科书的内容除了纸质教科书的内容外，还附带参

考书、练习薄、词典、超链接、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与教师评估等功能。与传统纸质教科书

不同，电子教科书并不再是权威知识的象征，而

是具有一定限度的权威；教科书编写不再是专家

的独创，教师、学生也参与其中共同创作电子教

科书；传统纸质教科书是静态的，而电子教科书

是动态的，从而使教科在不断改善和更新中保持

活力。

三、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政策及优势
与挑战

（一）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相关政策

2011 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k 
Obama) 提到要使所有美国学生能够使用电子教

科书学习。[15]2012 年，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

(Arne Duncan) 督促全美教育部门协助学校加快电

子教科书使用进程，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发布

“电子教科书发展规划守则”（Digital Textbook 
Playbook），意在协助 K-12 学校将纸质教科书换

为电子教科书，是美国从纸质教科书过渡到电子

教科书的发展蓝图。在美国推动电子教科书过程

中（图一），FCC 教育政策主要着眼于帮助教育

者、学生、家长在学校、社区与家庭中完成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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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学习形式的转变。2016 年，美国已有大约 80%

的学校使用电子书和电子教科书。[16]

“电子教科书发展规划守则”是“电子教科

书合作组织”（Digital Textbook Collaborative）的

成果之一，“电子教科书合作组织”旨在推动电

子教科书发展进程，改善 K-12 教育数字学习效

率，由私营企业者、学校行政人员、非营利性组

织领导者共同致力完成。“电子教科书合作项目”

由 FCC、美国教育部共同成立，建立于 FCC 提出

的“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

和教育部提出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基础上。[17]

通 过 不 断 更 新 E 计 划（E-rate program），

FCC 致力于确保美国学生获得 21 世纪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未来教育和高科技技能，美国国会发

起 E 计划以联结美国所有学校以及图书馆的网

络。E 计划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数字化学习试点

（Learning on the Go Mobile Pilots）； 高 速 光 纤

网络（Super-Fast Fiber）；学校网络热点计划

（School Spots）。数字化学习试点项目中，FCC
为学校和图书馆提供资金建立网络，使在校学生

与社区居民实现数字化学习，FCC 通过试点经验

更加明确如何通过无线互联网支持校外或图书馆

外移动设备端学习；高速光纤网络计划旨在为全

美学校与图书馆提供性价比高、速度快的先进网

络连接，相比其他方式，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

在学校网络热点计划中，学校有选择权将网络开

放到当地社区，使学生在家也能像在学校一样利

用电子教科书等数字资源，确保各群体都能负担

光纤网络，学校网络热点计划对国家宽带计划起

到了推动作用。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美国各州也纷纷加快电

子教科书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佛罗里达州率先将

电子学习工具应用到公立学校，2011 年，佛罗里

达州的立法机关接受了一项提议，从 2015-2016

学年始，所有 K-12 公立学校的教材均需提供电

子教科书，但是并没有规定用何种版本以及何种

形式的电子教科书，也未提及家中没有互联网的

学生该如何应对此问题，缺乏电子教科书应用政

策执行中的细节审定。帕斯科县因教科书短缺于

2012 学年开始投入使用电子教科书；莱维县于

2015 年完成电子教科书试点项目；自 2010 年始，

皮尼拉斯县克利尔沃特高中首先发起 1:1 计划，

为 2100 名学生每人配备一台 Kindle 电子阅读器，

替换了学校大部分纸质教科书。[18]

2013 年 3 月，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帕特·麦

克罗里 (Pat McCrory) 签署法案，目的是为公立

学校电子教科书发展计划继续拨款。学区必须在

图 1 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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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完成电子化，同时，在购买纸质

教科书还是电子化产品方面，学区具有一定决定

权与灵活度；许多区希望能得到联邦资助以减轻

财政负担，例如“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

计划；学区也采用“自带设备”策略（Bring Your 
Own Device），允许教师与学生携带自己的电子

阅读器到学校。[19]“自带设备”策略虽然可以解

决电子教科书阅读器不足问题，但是在阅读器规

格是否统一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加州自 2009 年为 K9-K12 阶段学生提供免

费电子教科书，科目包括几何、代数 2、三角函

数、微积分、物理、化学、生物／生命科学、地

球科学。2013 年 3 月，洛杉矶兰和学区拨款 5,000

万美金成立一对一科技项目，并且将学区 47 个

K-12 学校作为试点学校。2014-2015 学年，这

项教育技术行动在剩余的 786 所 K-12 学校进行。
[20] 加州圣地亚哥学区开展一项五年计划，将教

室改进为“21 世纪互动教室”（i21 Interactive 
classroom Initiative），教室数量至少达到 3500 个，

同时为教师与学生提供 78,000 本电子教科书与阅

读设备。

犹他州宣布为中学提供语言艺术、数学、科

学课程的电子教科书，2012 年 1 月，犹他州发起

“开放教科书计划”（Open Textbook Project），

为重点学区提供开放资源教科书。州政府鼓励全

州各学区和学校采用开放资源的教科书，但是最

终决定权依然由地方教育部门掌握。杨百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开设“开放教育小组”

（Open Education Group）与学区合作，共同发展

学区专属的电子教科书。每学年暑期，当地教师

将电子内容更新，但是对于学区与学校而言，电

子阅读器供应仍然是一个短板。“开放教科书计

划”在早期研究中发现，开放式电子教科书使犹

他州的学校节省了大量资金，同时维持了学生的

正常学习水平。

德州州政府也通过立法资助各学区购买电子

教科书与网络设备，国家教育技术董事协会（Stat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rectors Association） 称，

数字化教学材料在德州学区的比例达 30%，同时

州政府决定将 1,000 万美元用于科技贷款项目。

[21] 麦 卡 伦 独 立 学 区（McAlle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投入 2,000 万美金在五年时间内为超过 2.5

万名 K-3 以上学生配备了 iPad，资金涵盖范围包

括电子设备、技术人员培训、电子教科书费用。

项目资金来源包括本地基金、联邦补助金、刺激

经济资金、个人捐赠、联邦 E 计划，为学校提供

了优惠的电信业务。学区鼓励本地企业提供免费

网络，使学生在校外也能随时随地使用电子教科

书。家长需要为学生的 iPad 支付可退还的 40 美

金保证金，如支付困难可申请财政补助。[22]

（二）电子教科书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专注校园科技产品的非营利机构，美国国家

教育技术董事协会指出，课堂中电子设备的运用

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和活动参与度。课

堂参与者在使用电子教科书过程中，可以调整学

习内容以适合教学、学习目标，使个性化学习适

应特殊要求；提供多样化资源；提高学生信息检

索能力；协助教育者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从而满

足学生多样化需求。[23] 同时，将科技作为学术工

具运用到学习过程能使学习者用多维视角看待观

点和世界。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董事协会对 K-12
教育中的创新技术应用表示支持，通过使用技术，

学生能够实现个人知识整合，知识不再需要第三

方正式教学过程传递，而是通过参加相关活动获

得。学生使用电子教科书获取信息，随后进行知

识建构，有利于培养学生认知能力、推理能力、

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美国

教育部教育技术部门提倡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创

新科技应用到课堂当中，以促进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学业成绩。[24]

1. 电子教科书发展的优势

纸质教科书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媒介，李芒、

孙立会认为，电子教科书的最大优势在于把声音、

图像和文字荣为一体，从单一方式的阅读发展为

“多种感官”获取学习信息，使学习者可以在有

限的时间内获得多样的信息种类、海量的学习信

息，以及丰富的表现形式。[25] 电子教科书更加开

放、便捷、低成本，科技进步使电子教科书更加

符合学习者需求。相比传统纸质教科书，电子教

科书有其特色与多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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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保、便携、节省经济成本。学生购

买电子书的费用远低于纸质教科书，并且一个小

巧的电子阅读器可以容纳所有教科书。 

（2）可及性（Accessibility）。学生在使用

Kindle, Sony Reader 等阅读器的同时，可通过无

线网络连接手机、iPad 平板与电脑，实现随时随

地阅读。

（3）功能齐全、快捷。文字大小，屏幕亮

度等都可调试，学生可随时使用互联网进行搜索

所学知识点。同时结合多媒体教学，配合音频、

视频播放，吸引学生学习兴趣，丰富其学习体验。

（4）电子化内容使教科书知识最新化成为

可能。学生能够时刻保持与最新事物发展的联系，

传统纸质教科书更新知识内容需要几年时间，而

电子教科书在更新知识内容方面，可以通过更新

电子版本来实现，更加高效、经济。

（5）教师使用电子教科书为学生创造个性

化学习。教科书中的检测、评估等功能使教师有

更多时间与精力为不同学生设计不同学习模块，

丰富教学技巧，创造个性化学习体验。    

科技、设备和应用程序快速发展与更新的同

时，学习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26] 电

子教科书整合纸质教科书的特征，以电子形式呈

现知识内容，通过应用程序或互联网连接访问，

并在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计算机

上阅读。[27] 对于电子教科书阅读者而言，电子教

科书具有丰富含义。电子教科书作为一个数字交

互性的连续统一体，将纸质书的电子版作为其开

端。[28] 电子教科书保留打印文本格式，内嵌的链

接可能活跃也可能无效，这些问题随着出版格式

的发展会愈加完善。

此外，当在互动模式科技（如合作课题）过

程中使用电子教科书，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参与度

会明显提高。[29] 电子文本适读工具的发展将提供

更多电子文本以满足学生个人需求。电子教科书

将提供新型学习参与方法。[30] 操纵、控制文本因

素的可能性将帮助学习者理解，并且优化阅读体

验。电子教科书的通用设计准则应当满足多样化

学习需求以及学生个体偏好。[31] 十几年来，美国

对大学教科书成本上升问题一直担忧，调查显示，

学费与教科书费用的增加对学生入学情况产生了

消极影响。[32] 尽管许多研究提出此问题，并且引

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但大学教科书费用并没有

下降趋势。[33] 尽管许多学生和教师仍然偏好传统

纸质教科书，但电子教科书的实用性在随着科技

进步不断提高。[34]

2. 电子教科书发展需应对的挑战

2014 年，EDUCAUSE 应用研究中心（ECAR）

对美国 45 个州与 15 个国家 213 所高等院校约

150 万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使用状况调查，大学

生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子教科书的原因是传统教

科书的昂贵价格。[35] 尽管信息技术应用在学生生

活中无处不在，但是作为吸引学生有效学习的工

具，还需继续探索。大多数学生表示对信息技术

更加偏爱，然而他们的信息技术经验与期望表示，

实际上他们缺乏动力在学术中充分利用电子教科

书资源。学生对科技产品的使用并不是一开始就

十分熟悉，这就需要教育推广信息科学技术、电

子产品在未来教育中的使用。高等教育应更多关

注信息技术策略领导力，而不是仅着眼于信息技

术本身，以减少学生课堂经验与本身预期的差距。

电子教科书更加方便且具有价格优势，但很多学

生在学习新内容时仍然更喜欢纸质版本教科书。

调查发现，大学生、成人学习者也更喜欢纸质学

习材料。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使用纸质书，

但是在非学术类书籍阅读中，更倾向使用电子

书。[36] 多数大学生在学习时喜欢用传统书籍学习，

但是矛盾的是，电子书籍销售量远高于纸质书。

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无疑是电子书的低廉价格，

而不是学生对电子教科书的满意度。相比同时期

生活消费水平，美国近 30 年来教科书价格增幅更

大，学生必须在购买教科书时做出选择。大量电

子教科书在投入使用的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

挑战：

（1）尽管学生本身倾向于应用电子产品，

但是在学术活动中却并不能充分利用。支持、鼓

励教学人员利用科技促进教学与学习，并且对如

何减少电子资源干扰进行指导。学生在学习中普

遍运用电子科技，但只是囿于表面，并没有做到

真正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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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教科书阅读器技术更新快。相比

纸质教科书，电子教科书需要技术支持，负责这

部分技术支持的是教师或专业人员，而教师对于

电子教科书的认同感也是阻碍电子教科书主宰课

堂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学校为每个学生配备

电子教科书阅读器后，随着电子科技不断进步，

系统更新与阅读器更换等技术也是电子教科书应

用过程中的一大挑战。

（3）经费问题。电子教科书的投入使用过

程中，学校要创造良好的电子学习环境，不仅每

个教室需配备电子白板，而且需要提供无线网络，

使教师与学生便捷、高效得使用电子教科书。在

现实情况中，所有学校提供无线网络与电子教科

书阅读设备短期内难以完成，学生回家完成作业

时也会面临是否可以将电子教科书阅读器带回家

的问题。电子教科书价格低廉，使用方便，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硬件设施完备、预算充足的

学校可以顺利完成电子化过程，但仍然有很多学

校无法购买充足电子设备。同时，许多偏远学校、

乡村社区缺乏高速互联网服务，据统计，2016 年，

全美乡村地区仍有 39% 的区域缺乏宽带网络连

接。[37]

（4）内容选择与排版设计。与传统纸质教

科书一样，电子教科书也面临如何选择内容的问

题。电子教科书内容选择对教师、学校是一个巨

大挑战，这意味着教师能够对电子教科书内容进

行科学评估，从而做出正确选择，随后应用于电

子设备，配合教学法进行有效教学。这一系列电

子教科书评估、挑选、应用、课堂实践过程需要

专业教师培训才能有效进行。  

 电子教科书具有便携性、价格低廉、更新

速度快等优势，其发展与应用势不可挡，应对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成为重中之重。电子教科

书的投入使用势必会增加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那么对视力的影响如何科学预防；学校配备

电子阅读器过程中的维修与更新是否保证及时等

问题都会影响电子教科书在教学与学习活动中的

效率。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电子化内容逐渐

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交流方式、学习方式，

使阅读更加便利、交流更为广泛，同时，电子书

能够大幅度减少购买费用；优化图书管理；提高

图书馆图书使用效率等。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电

子书会影响阅读理解水平。[38] 在改变传统纸质教

科书创新教学、学习与科研方式的同时，作为学

习工具，关于电子教科书和大学水平课程的研究

结果有一定差异，学生使用传统教科书与电子教

科书的表现无异 [39][40]；然而相比传统纸质教科书，

电子教科书中的注解、网络链接等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必须掌握数字阅

读过程的知识，掌握数字内容的教与学的问题，

从而将电子教科书有效地融入教学中。

四、美国电子教科书发展政策对我国
电子教科书发展的启示

2002 年，我国第一代电子教科书问世，同时

与全国 9 个省市的 10 所学校签订协议，进行电子

教材试验，以征求在校学生和教师对电子教材的

使用意见。[41] 我国在发展电子教科书方面做了许

多努力，但是较多侧重在硬件方面，对于电子教

科书的审定制度、公立中小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以及教师和相关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还尚有提升

空间。同时，未来教育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丰富多

元，电子教科书作为辅助工具，主要任务是促进

教学与学习，与传统纸质教科书并存，在探索中

实现信息化时代的教与学。

（一）制定电子教科书相关政策。

 政府部门在促进电子书方面作出了努力，对

于电子教科书在中小学的应用，目前多集中在硬

件上（如多媒体、电子书包等），对于电子教科

书的审定标准、各级公立中小学教师的技术培训

等政策尚未完善，所以，应该从中小学教师、学

生的需求出发，制定相关电子教科书审定标准，

配备相应电子教科书阅读器，落实电子教科书相

关政策。同时完善电子教科书相关法律法规，提

高版权意识。尽管电子教科书的内容以电子方式

呈现，但它与纸质教科书具有相同的许可和版权。

在电子教科书下载之前，工作人员需了解有多少

台设备已下载，如果超过阅读期限，则应该由相

关单位或者出版社收回阅读与使用权；同时，电



Special issue，2018                                                     教 育 争 鸣                                                          2018 年特刊
   General No.22                                                Education  Contention                                                 （总第 22 期） 

—  33—

子教科书中的内容修改、完善也应该实现同步

更新。

（二）促进电子教科书的辅助学习功能

推行电子教科书的目的不是“去纸质教科

书”，应“因书施教”，将二者结合，以学生需

求为原则，共同促进学习者效率。无论是电子教

科书，抑或纸质教科书，目的都是促进教学与学

习效率，达到最优学习成效。电子教科书的使用

不单是政策或技术问题，也是人类的阅读习惯与

文化的多重因素组合。电子书与电子教科书在目

标人群、阅读目的等方面都不相同，面对电子阅

读，仍要以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活动为中心，不

能仅仅为了电子化而使用电子教科书。尽管电子

教科书发展趋势日益普遍，各级学校、各大出版

社配套采用电子教科书将成为必然，但传统纸质

教科书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加快完善电子教科书设计原则与

标准

美国电子教科书研究大多关于大学生使用电

子教科书调查，着眼于电子化的纸质教科书，鲜

有探讨电子教科书本身的设计原则与标准。我国

在电子教科书设计方面应尽快明确设计原则与标

准，确定评价标准，使其更加适合我国师生使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运用于

教育实践领域将会给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封闭的办学体系、传统的教学结构、固化的学校

组织形态都将被打破，具体到现有的学习方式、

教师角色、课堂模式、班级组织、教室布局等都

会发生变革，[42] 教科书变革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四）加强媒体素养教育。

电子教科书内容不断更新，学生学习模式也

在慢慢变化， 教师的教学模式与技能也应符合未

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 图二 )，处理好课堂中电子教

科书与纸质教科书的使用比例，使用电子教科书

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应该

具备媒体素养，在庞大的互联网资源中，如何搜

索有用信息与知识，如何鉴别其可信度，如何利

用电子教科书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与其他学

习者分享信息资源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版权问题等

都关系到其教学、学习经验与结果。开展媒体素

养教育是未来教育中电子教科书应用不可缺少的

环节。在媒体素养教育中，教师和学生能够提高

信息判断能力，并且在其理论指导下科学利用社

会网络资源。基础教育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形成

的重要阶段，在媒体素养教育中，首先培养其鉴

别能力；其次，增强版权意识，在使用网络时遇

到的困惑应该得到专业教师的及时解决，并且学

会保护个人信息等。

电子教科书在我国投入使用的效果尚不十分

明确，但从美国电子教科书投入与使用的经验来

看，电子教科书在未来教育中举足轻重，不可或

缺。在 21 世纪未来教育发展中应积极应对数字化

时代的各项要求，加强政策支持，完善电子教科

书设计原则与标准，对于电子化对青少年带来的

负面影响做到提前预防，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

师与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与国际接轨，实现全

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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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xtbook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U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

Wang Ling

Abstract: Textboo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process, which is the basis of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age,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applied to schools and 
classrooms. Teaching content and textbooks are becoming digital. Digital textbooks will be widely used. Firstly,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the second part is the digital textbook policies of United States and related studie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igital textbooks’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Digital age; United States; Digital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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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的国际教师教育研究呈现增长态势，

而美国正处于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中心位置。［1］

从 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到 2011年《我

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奥巴马政府教师教育改

革与改进计划》，一系列教师教育改革政策的出

台使美国在如何更好地吸引、发展与留任教师的

道路上不断探索，也让美国教师教育研究在世界

教师教育研究中高度发声。关注美国教师教育的

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有利于对我国教师教育的研

究和实践提供新的启发与思考。

目前国际上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收录的教师教育类核心期刊主要有《教师教育杂

志》（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教学与

教师教育》（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教学与教师：教师教育理论》（Teaching and 

Teachers ：Theory of Teacher Education）、《亚太

教师教育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以及《欧洲教师教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等。作为美国教师

教育协会公开出版的核心学术刊物，《教师教育

杂志》（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下文简称

JTE）的内容涉及教师教育政策制定、教师教育

质量标准评估、教师发展与培养、教师思想与伦

理等教师教育研究的多个领域，是国际教师教育

实践、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加

之其刊载文章多数基于美国本土现状进行研究，

JTE 可以成为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

重要文献来源。在 2016年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JTE 在 236 本教育研究类核

心期刊中排名 12，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杂志

的专业性、核心性与典型性。

[ 作者简介 ] 叶碧欣（1995-），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7 级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美国教师教育的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分析
——基于“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的文献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研究

叶碧欣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 摘要 ] 本文以《教师教育杂志》（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7 至 2017 年的 400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方法，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

谱分析美国教师教育的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研究发现，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美国教师教育研

究热点包括教师专业发展、职前教师教育、教师知识、教师学习、教师效能、教师教育者六

个方面。通过突显词探测，结合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视图，归纳出当前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

前沿趋势：1. 标准本位的教师教育：追求公平与卓越；2. 个体本位的教师教育：关注教师个

体的成长与发展；3. 技术时代的教师教育：推动教师学习与培养模式变革。

[ 关键词 ] 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热点；前沿趋势；科学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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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 JTE2007 至 2017 年的 400 篇

刊载文献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运用最新版本的

CiteSpace 5.1.R8 SE(64bit) 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在

Web of Science 平台检索 JTE2007 至 2017 年的刊

载文献（共 400 篇），并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和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CiteSpace 是一种能将文献进

行可视化操作和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绘制工具，它能够帮助人们

在大量的文献数据中找到共同规律和突出特征。[2]

通过对文献的刊载量、作者、所属机构、标题、

关键词、被引文献等进行统计分析，掌握近十一

年来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基本话题与整体情况，

并结合绘制出的科学知识图谱对相关重点文献进

行二次内容分析，以此了解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

热点问题和前沿趋势。

三、研究结果

（一）文献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对刊载文献进行年度刊载量分析、作者

共被引分析以及作者所属机构共被引分析，我们

可以直观的了解到 JTE 文献的基本情况：

1. 文献年度刊载量

通过对 JTE 所刊载的 400 篇文献进行年度刊

载量分析可知，2007 年至 2017 年 JTE 共出版 11

卷 55 期。 其 中 2007 年 38 篇，2008 年 37 篇，

2009 年 32 篇，2010 年 41 篇，2011 年 37 篇，

2012 年 35 篇，2013 年 40 篇，2014 年 35 篇，

2015 年 38 篇，2016 年 33 篇，2017 年 34 篇。总

的来说，JTE 近十一年间的刊载量稳定在 35 至

40 篇。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教

师教育，但 JTE 并没有因此增加其刊载量，这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期刊文献的品质。

2. 作者共被引分析

共被引分析是引文分析中一种重要的分析方

法，常见的共被引分析包括文献共被引、作者共

被引、期刊共被引等。作者共被引分析（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简 称 ACA） 是 指 假 定 两 个

作者的作品同时被后继的作品引用则表示他们之

间有联系，因此一组相关作者的共引频次分析可

以揭示出作者间的突出链接以及他们各自或共同

代表的主题领域，并以此概括一个领域的知识结

构 ,[3] 表 1 记录了 2007 至 2017 年 JTE 排名前五的

高共引频次作者及其代表作。

表 1 2007 至 2017 年 JTE 高共引频次作者及代表作

排名 作者 代表作 共引频次

1 Marilyn Cochran-Smith

Critiquing Teacher Preparation Research: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Part II

134Framing Teacher Preparation Research: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Part 1

Crossing the Divide? Diversity Issues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A Response to Leah Wasburn-Moses 等

2 Linda Darling-Hammond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124

3 Pam Grossman

Constructing Coherence: Structural Predictors of Perceptions of Coherence in 
NY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85Responding to Our Critics: From Crisis to Opportunity in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

4 Ken Zeichner

Engaging and Working in Solidarity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 Preparing the 
Teachers of Their Children

76Democratizing Teacher Education

The Turn Once Again Toward Practi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 等

5 Deborah Loewenberg 
Ball

The Work of Teaching and the Challenge for Teacher Education
75Content Knowledge for Teaching: What Makes It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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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所属机构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对 JTE 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的

发文频次进行统计，发文数排在前十的机构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排在前十的机构均为美国

高校，其中密歇根州立大学排名第一，发文量为

33 篇，中心性为 0.18，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发文频次为 23，中心性为 0.19，紧随其后的分别

是科罗拉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发

文频次分别为 18、17、16。需要指出的是，在本

次研究的 400 篇文献中包括卷首语部分，而卷首

语多为该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等人撰写，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机构发文频次。表 2 为 2007

至 2017 年 JTE 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发文频次

通过对作者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地理可视化分

析后得到合作网络地理图谱（图 1）。从图谱中

可以看出，美国教师教育在国际研究方面与澳大

利亚、荷兰、德国、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展开了广泛合作，但多数研究仍来自各州间

的“本土”团队。国际化是未来教师教育研究的

趋势和方向，各国应积极关注国际教师教育研究

的动态发展，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对话

共同探讨和研发新的教师教育模式和策略。我国

教师教育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在国

际舞台上发声。

（二）基于关键词共现的教师教育研究热

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

且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在探讨的研究问题或

专题。[4] 共词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文本内容分析技

术，它通过分析同个文本主题中的款目对（包括

单词、名词短语对）共同出现的形式来显示文本

所属的学科领域中各相关主题的关系。[5] 通过共

词分析可以了解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

反映出某个学科发展历史的动态和静态结构。[6]

通过选择节点类型为 “Keywords” 对 JTE400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其中文献的时间跨

度为 11 年（2007-2017 年），Year Per Slice( 单个

时间分区 ) 设置为 1 年，设定阈值为 4、4、20，
表示图 2 中的关键词满足出现次数大于 4 次，关

键词共现次数大于 4 次，关键词间相似系数大于

0.2 三个条件。为了让图谱结构更加清晰简洁，本

次共词分析采用了最小生成树算法，最终绘制出

表 2 2007 至 2017 年 JTE 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发文频次

排名 机构 发文频次 中心性②

1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33 0.18

2 Penn State University （宾夕法尼亚大学） 23 0.09

3 University of Colorado（科罗拉多大学） 18 0.05

4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17 0.17

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16 0.20

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 14 0.10

7 University of Nevada （内华达大学） 9 0.00

8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 8 0.02

9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5 0.00

10 University of Calif Irvine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 5 0.00

1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辛大学） 5 0.00

图 1 基于 Google Map 的作者合作网络地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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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E2007-2017 年刊载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 2），在对含义相近的关键词进行整合之后，

提取出前 20 个高频关键词（表 3）。

尽管共词分析和共引分析都可以反映科学

研究的前沿热点，揭示特点学科的科学结构，

但二者也存在些许差别：共词分析是对已发表文

献的标题、关键词等进行直接统计从而形成共词

网络，并以此反映一段时间内人们集中关心的主

题，至于共引分析则是对已发表文献的引用情况

（包括共引文献、共引作者和共引期刊）进行聚

类分析以此呈现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

共引聚类分析的原理相对复杂，但它却能发现一

些处在生长期的研究热点。[7][8] 为了更加全面细

致地了解当前美国教师教育的研究热点，并对共

词分析的研究结果进行补充，本研究将进一步对

JTE2007-2017 年的 400 篇文章进行文献共引聚类

分析。

首先将阈值设定为系统默认的 50（即 Top 
50 Per Slice）, 并将所获得的文献共引网络基于

LLR 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 18 个聚类项目。

为了使生成的图谱更加简洁和清晰，本研究在对

阈值（c cc ccv）进行多次调试后将其设定为 4、
4、20，在合并内涵相近的概念后再次以“关键

词”为聚类标签进行聚类，得到 5 个聚类项目。

除了之前共词分析得到的结果外，综合两次聚类

项目得出了另外四个关键词汇，分别是质性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视频分析技术（video 
technology/analysis）；学校 / 教师效能（school/
teacher effectiveness）；教师教育者质量（Teacher 
educator quality）。

图 2 JTE2007-2017 年刊载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 3 JTE2007-2017 年刊载文献高频关键词列表  

图 3 JTE 文献共引网络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序 号 关键词 频 次 中心性

1 Education（教育） 88 0.56

2 Teacher education（教师教育） 65 0.06

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专 业 发
展）

52 0.09

4 School（学校） 43 0.28

5 Knowledge（知识） 39 0.43

6
Preservice（teacher）education（职
前教师教育）

36 0.05

7 Teacher learning（教师学习） 23 0.14

8 Classroom（班级） 19 0.09

9 Student achievement（学业成就） 16 0.01

10 Educational policy（教育政策） 15 0.04

11 Social justice（社会公平） 14 0.07

12
Teacher education preparation（ 教
师准备）

12 0.02

13 Instruction（指导） 10 0.08

14 Accountability（问责制） 10 0.01

15 Mathematics（数学） 9 0.03

16
Urban teacher education（城市教师
教育）

9 0.03

17 Race( 种族 / 民族 ) 9 0.01

18 Thinking（思维 / 反思） 9 0.01

19 Equity（公平） 8 0.01

20 Standard（标准） 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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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被引文献和高中心性文献等相关文

献进行二次内容分析，结合共词分析和文献共引

聚类分析结果，归纳出近十年美国教师教育领域

的六大研究热点。

1. 教 师 专 业 发 展（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 lopmen t）

教师专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教师教育研究的

核心问题。为了探究什么才是高质量且有效的教

师专业发展，许多学者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意义、形式以及评价等方面做了相关阐述。再到

后来，人们发现即便是在相似的教师专业发展环

境里，每个教师发展的状态和收获也相差甚远，

于是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教师专业发展的个

体层面，比如教师感知力 [9]、教师韧性、教师自

主性 [10] 等。

由于有效的课堂教学具有情境性，因此在

进行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

和手段以帮助教师适应复杂的变化。部分学者强

调实践和训练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

Karen（2012）等人提出可以将自我调控策略发

展 模 型（Self-Regulated Strategies Development，
SRSD）运用到教师专业发展当中。自我调节策略

是指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管理自身认知和行为的一

种方法，教师通过教育叙事把自己在实践过程中

的遇到的事件、问题和总结的经验记录下来，并

循环往复地实践、交流、写作，策略成功使用时

就继续坚持，策略使用失败时便修正或放弃，使

叙事本身成为个体与环境作用的反馈中介。实验

研究表明，运用了 SRSD 的老师在教学自评和他

评上都有显著进步。[11] 不可否认，实践取向的教

师专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关

注教师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场所仅限

于中小学的教室和课堂，学术研究也是实践环节

中不可忽视的部分（Forzani,2014）。[12] 此外，近

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新颖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

比如基于视频分析技术的教师专业发展、问题解

决圈（Problem-Solving Cycle）[13]、课例研究 [14] 等。

2. 职 前 教 师 教 育（P r e s e r v i c e  t e a c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教师教育通常被

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职前教师教育、入职教师

教育以及职后教师教育。从关键词的频次来看，

职前阶段的教师教育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

之一，他们围绕职前教师的知识生成、能力培养、

教育信念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Isabell（2016） 等 人 通 过 相 关 因 素 研 究 发

现职前教师的学业自我概念与其对学科内容知

识（content knowledge, CK）、学科教学法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以及教育心

理 学 知 识 (pedagogical/psychological knowledge, 
PPK) 的掌握程度呈高度相关。[15]Sarah K.（2015）

将师范生（student teacher）和实习生 (intern) 在职

前和入职阶段的教学能力进行了对比，师范生和

实习生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单独配备一名全程陪

同的支持性教师（cooperating teacher）。研究发现，

实习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职前和入职阶段都显著高

于实习生，并且职前教师的的自我效能感会随着

其教学经验的丰富而逐渐增强。[16] A. Susan（2012）

提出将学习科学（social science）融入到师范生

的教育心理学课程中，相较于在封闭环境下精心

设计教学，让师范生在社区环境里与孩子直接接

触和交流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认识到学习来源于

多元文化而不局限于学术性知识，这甚至影响师

范生未来的学习发展轨迹。[17] 另外，也有部分学

者关注到特殊教育领域的职前教师教育，比如调

查那些愿意未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职前教师的

意图和原因 (Dake Zhang,2014)[18]，以及职前教师

如何开展融合教育的学习（Toni R.,2007）[19] 等。

3. 教师知识（Teacher knowledge）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是所有社会角色的先

决条件，教师在本质上是依赖并参与某种教师知

识系统的“知识人”。[20] 一直以来教师知识都被

视为教师专业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正式的教师教

育、教育发展机会和参与行动研究是获取教师专

业知识的三种主要渠道。[21] 事实上，关于教师知

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从教

师知识的性质、内涵到教师知识的实践，教师知

识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建构和完善的动态概念。作

为“教师知识”研究的理论根基，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 的提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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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相关的实证研究一般侧重于探究教师效能的

测量指标、评价以及教师效能与学生成就、教育

质量的关系问题。[27]

PISA 测试表明，在影响学生素养和学业成

绩的学校因素中，教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Andreas（2011）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对 2007 至 2008 年 开 展 的 教 师 教 育 国 际 调 查

（TALIS）1 结果进行了经验总结，教师作为教育

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其效能将直接影响教师质量

进而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28]Sarah（2013）

通过混合研究的方法发现学历确实可以预测教师

的效能，但是它对于教师的留任率并没有预测功

能。[29] 针对新手教师流失严重的现象，Maggie 等

人（2015）提出构建教学效能网络（the Building 
a Teaching Effectiveness Network, BTEN）， 通 过

标准化反馈和科学的提升手段来支持新教师发

展。[30] 另外，关于教师效能的评价开始从“教师

质量”向“教学质量”转变，增强教师认知和行

为表现评价的可操作性，从关注教师向关注学生

学习转变，结合具体情境用综合的视角对教师效

能进行评价 (Stephanie L. Knight,2015)。[31] 

6. 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

“教师教育者”是在近十年间才作为学术话

语进入到教师教育的研究视野 [32]，或许是由于教

师教育者身份的特殊性，教师教育者容易成为被

模糊化和边缘化的群体，因此现有关于“教育教

育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教师教育者的内涵界定、

身份认同、角色适应和专业性及自身专业发展开

展。一项关于国际教师教育者的热点知识图谱分

析研究发现，近十年关于教师教育者的研究热点

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者有效教学与学习的问题研

究、教师教育者对于未来教师的专业培养研究以

及教师教育者专业角色与专业化发展研究三个方

面。[33]

教 师 教 育 者 作 为 教 师 的 教 师， 不 仅 是 功

能 性 的 职 业 群 体， 更 是 认 同 并 践 行 公 共 价 值

的 精 神 群 体 [34]。 广 义 的 教 师 教 育 者 包 括 教 师

教 育 机 构 中 的 教 师 教 育 者（University-based 
teacher educator）和基础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教

育 者（School-based teacher educator）。[35]

地影响了职前的教师培养以及职后的教师培训。

1990 年，JTE 还以“PCK”为主题单独出了一期

专刊。

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教师知识”

仍然是教师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Jeanne 等

人（2017）在 PCK 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社会公正

的 学 科 教 学 知 识（social justice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SJPACK）, 他 们 认 为 教 育 会

因为受到行政控制而不够中立，而 PCK 的框架忽

视了教学和知识本身的多样性和公正性问题，因

此他们将社会公正知识融入到学科教学知识中。
[22] 此外，通过对 443 名教师进行教学能力信念量

表和教师知识量表测试后发现，教师对教学知识

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专业知识的价值取决

于教师自身的能力以及教育信念，因此只有承认

并结合教师现有的信念才能使其知识体系和实践

发 生 预 期 的 改 变 (Helenrose Fives & Michelle M. 
Buehl, 2014)。[23]

4. 教师学习（Teacher learning）

知识爆炸时代，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使

得人们对“好的教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一名

优秀的教师必须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知识的更

新以此来满足未来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师必

须是一个终身学习者。[24] 对于教师而言，接受有

限的学历教育和教师培训显然不足以应对外界变

化，为此他们必须成为主动的学习者。通过个体

学习或学习社群 [25] 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师专业发展”包含于“教

师学习”之中，相较于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学习

更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学习本身就是

一种科学，因而关于“教师学习”的研究涉及到

学习的内容、形式、方法与策略、学习的内部机

制以及外部支持研究。[26] 数据显示，“教师学习”

作为关键词出现了 23 次（中心性为 0.14），且与“教

师学习”相关的文献更是高达 56 篇，这直接反映

出教师学习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5. 教师效能（Teacher effectiveness） 

随着近年来对教师心理研究的不断深入，教

师教学效能感研究已逐步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发展

到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的深入融合。目前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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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ernberg 等人认为教师教育者扮演了六种专业

角色，分别是教师的教师（teacher of teachers）、

研究者（researcher）、指导者（coach）、课程开

发者（curriculum developer）、教师专业的鉴定

者（gatekeeper）以及中小学校与大学教师教育机

构形成伙伴关系的促进者（facilitator）。[36] 教师

教育者是在介于中小学和大学之间的“第三空间”

工作，在“第三空间”中他们需要频繁进行“教师”

与“教师教育者”的身份转换，应对不断变化的

学习和教学观点，并且还需要很好地平衡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Judy, 2014）。[37]

Avalos（2010）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是

让教师了解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以及怎样

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学生的发展。[38]

John 基于 Avalos 的观点建构出教师教育者专业发

展的概念框架（详见图 4），该框架试图说明教

师教育者自身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经验与教学

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学者的地位是其知识、技

能以及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志。[39] 教师教育者的身

份确立是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教

师教育教授席位的空缺使得教师教育研究缺乏权

威性，严重影响了教师教育知识体系的有效建

立。[40]

（三）基于关键词突显的教师教育研究前

沿分析

研究前沿被定义为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

研究问题，它的知识基础是由引用研究前沿的科

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也就是文献中的引文

和共引轨迹，[41] 文献被引变化率以及施引文献中

的突显词（突显词聚类）可以体现研究的前沿动

态。需要说明的是，突现词（burst term）是指频

次出现增长快速的研究前沿术语，而时间线视图

（timeline）作为 Citespace 三种可视化方式的其

中一种，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个聚

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42] 因此，本文将在分析突

显专业术语的基础上，结合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

视图和前文的文献共被引结果，探索当前美国教

师教育研究的前沿趋势。

在 Citespace 中进行突显词探测，从大量关

键词聚类和被引文献集合中析取出 10 个突显专

业术语，分别是职前教师教育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大学本位教师教育一体化（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based teacher education）、 问

责 制（Accountability）、 视 频 分 析（video 
analysis）、 质 性 研 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新手教师（novice teacher）、教师教育项目（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学 生 成 就 与 成 效（student 
achievement outcomes）、 共 同 体（community）

以及种族（race），详见表 4。在关键词聚类的

时间线视图中（图 5），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资质（certification）、标准（standards）、

种族（race）、教师学习（teacher learning）和个

案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是近五年出现频率

较多的关键词聚类。通过对突显词探测的结果与

时间线视图进行对比和整理，归纳出当前教师教

育研究的前沿趋势。

图 4 教师教育者专业发展的概念框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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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本位的教师教育：追求公平与卓越

一直以来，教师和教师教育在促进教育公

平与卓越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教师

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是彰显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

的重要体现。[43] 在交流与碰撞频繁的多元文化时

代，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等社会历史残留

让现实教育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公正的地方。以美

国为例，由于部分白人教师缺少关于来自不同背

景的少数种族和民族学生的知识和经验，使得学

校或班级中存在种族、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对差

异的歧视。[44] 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微观层面的“公

平”问题，比如探究教师在种族化环境的情感

反应以及文化能力的培养（Jennifer, et al.,2009）
[45]、影响课堂教学公正的结构取向因素（Joan L.，
2013）[46] 等。

专业标准、评价测量与能力建设是标准本位

教师教育的核心要素。[47] 教育 2030 行动框架指

出，师资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重

要条件 [48]，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已在国际教师教育

研究中达成共识。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对

于“高质量”教师教育的内涵理解以及如何培养

出高质量的教师。对于教师资质认定以及教师、

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

教育对于质量的追求。伴随着全球性的课程教学

改革、国际标准化测试的盛行以及问责制的实施，

教育政策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实证研究表明，

教师质量 , 包括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知识掌握

程度、效能感等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影响（Karen 
et al.,2015）。[49]

2. 个体本位的教师教育：关注教师个体的成

长与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师教育研究开始采用

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行动研究、自我研究、

叙事与生活史研究等研究范式，关注教师作为灵

动生命个体的成长与发展。Douglas K.（2009）

通过自我研究（self-study）描绘了他在课堂上分

享他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看法后学生的反应状态。[50]

Amy（2007）利用生活史叙事研究（life-history）

追踪了教师对于教育公平产生不同观点和看法背

后的深层原因机制，并对教师道德教育提出了相

关建议。 [51] 陈向明老师认为“实践 - 反思” 范

式的教育质性研究是研究者基于对教育改革的现

实考察，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的一种内部研究

视角，它彰显了教育中生命的挣扎和力量 , 突显

了教育现实的复杂性与理论建构的艰巨性。[52] 所

以，教师教育研究既要有“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

也要有关注教师“日常琐事”的“实然”研究。[53]

另外，对“教师发展”与“教师学习”的关

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体本位的教师教育。

相比于“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发展”更加重

视教师作为“全人”的发展，教师在学生面前呈

现的是其全部的人格，而不只是“专业”。[54] 至

于“教师学习”，则更加强调教师在发展过程中

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

表 4 JTE2007 至 2017 年突显词分布

序号 突显词 突显度 突显年份
1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职前教师教育） 8.845 2015

2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based teacher education 2.631 2015

（大学本位教师教育一体化）

3 Accountability（问责制） 4.553 2015

4 Video analysis（视频分析） 3.253 2014

5 Quantitative research（质性研究） 3.240 2013

6 Novice Teacher（新手教师） 3.539 2013

7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教师教育项目） 3.245 2013

8 Student Achievement Outcomes（学业成就） 3.245 2013

9 Community（共同体） 2.541 2012

10 Race（种族） 2.78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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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时代的教师教育：推动教师学习与培

养模式变革

在“互联网 +”时代，身外之物的技术已经

成为自我构建的内在之物，影响着人们对于受教

育方式的选择，并形成新的教育关系、教学空间

和教师规范。[55] 实证研究表明，教师对于如何利

用技术帮助学生构建学科知识，开展整合技术的

学科教学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56] 教育技术的本质不在于增加新的教育

工具，而是引入新的学习模式和教学文化，基于

资源的学习、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基于项目的

学习、探究式学习等学习模式的开展都需要相关

技术的支持。

虚拟时代下，人们愈发重视技术在教师教育

中的应用，从视频分析到虚拟现实，从虚拟教师

共同体的构建到“交互式”远程教师培训的开展，

技术对于教师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

响。正如教师可以通过技术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一样，教师教育领域也可以通过技术（比如开

发虚拟环境）来影响教师准备与实践。[57] 美国中

佛罗里达大学通过建立混合现实教学实训系统，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创设了虚拟

学生和现实课堂相结合的混合现实教学环境，强

化了教师培养中的实践和反思环节，提高了教师

培养的质量。[58] 研究显示，“视频分析”（video 
analysis）一词反复出现在关键词聚类和突显词探

测的结果中，在进一步分析 JTE 相关文本后发现，

许多关于教师行为促进和教师反思的研究都采用

了视频支持技术，例如《与技术结合：教师对数

字视频学习的反思》(David L., 2015)[59];《促进教

师视频分析的框架建构》（Elizabeth A., 2014）[60];

《视频注释工具：用于支持、建构和转变教师反

思的一种技术》(Peter J.,2008)[61]。

四、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初步尝试将文献计

量学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应用到教育研究领域，
[62]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方法能够客观地展

现不同历史时期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科学发展规

图 5 JTE 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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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通过对图谱的解读实现领域现状的解释功能

与领域未来前景的预测功能。[63] 本文通过对美国

《教师教育杂志》2007 至 2017 年的 400 篇刊载

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发现教师专业

发展、职前教师教育、教师知识、教师学习、教

师效能和教师教育者是近十年美国教师教育研究

的热点领域。其中，教师专业发展贯穿于教师教

育的始终，强调“自主”的教师学习则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教师通过教师专业发展和

教师学习掌握教师知识、提升教师效能。此外，

职前教师和教师教育者是目前美国教师教育研究

重点关注的群体。

通过突显词探测、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视图

以及文献共被引结果，本文归纳出美国教师教育

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三大趋

势：第一，标准本位的教师教育，重视教师资质、

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能力建设与教师质量评价，

追求教师教育的公平与卓越；第二，个体本位的

教师教育，采用质性研究取向的个案研究、行动

研究、自我研究、叙事与生活史研究等研究范式，

关注教师作为灵动生命个体的自我成长与发展；

第三，重视教育技术在教师教育中的运用，通过

虚拟现实、视频分析等技术手段影响教师培养，

促进教师行为与教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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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spo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y in the U.S.
——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of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Ye Bi-x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400 articles from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year 2007 to 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tspot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y in the U.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 
made by Citespa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 learning;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teacher educator are the six hotspots. There are three frontier trends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y in the U.S. including:1. Standards-based teacher education: pursu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excellence; 2. Individual-based 
teacher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teacher; 3.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technology era: 
promote the change of teacher learning and training.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 teacher education; study hotspots; frontier trends;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Special issue，2018                                                     教 育 争 鸣                                                          2018 年特刊
   General No.22                                                Education  Contention                                                 （总第 22 期） 

—  49—

一、问题的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的“革命性”影响？

自 2010 年 7 月 29 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在《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

下简称《纲要》）中首提“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

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命题以

来，国家层面的教育文件中一以贯之地沿用“革

命性”这一命题。（详见表 1）

“革命性”的限度
——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限定性条件

李帅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00）

[ 摘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将信

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定位成“革命性”。这种影响在其广度、深度之外还存在固有的限度：

在影响范围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范围是有限性、而非无限性的；在作用过程上，信息

技术对教育的作用过程是渐进性、而非急就性的；在互动方式上，信息技术和教育的互动是

间接性、而非直接性的；在动力来源上，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复杂性、而非单一性的；在

本质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优化和补充，不是非此即彼的颠覆和替代。因此，

《纲要》中“革命性”的定位存在名实不符、被夸大的嫌疑；对此，以进化论代革命论是审

慎的做法。

[ 关键词 ] 信息技术；教育；革命性；限度

[ 作者简介 ] 李帅锋（1991-），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2016 级教育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表 1 国家教育文件中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统计表

时间 机构 文件名 频次 原文表述

2010 年 7 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工作小组办公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

1 次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2012 年 3 月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十年
发 展 规 划（2011-
2020 年）》

2 次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探索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新思路、
新方法与新机制”

2016 年 6 月 教育部
《 教 育 信 息 化
“十三五”规划》

3 次

“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
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日趋明显”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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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文献整理中不难发现：其一，随着

时间的推移，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

这一定位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频次愈多、声音愈

响，引人瞩目；其二，围绕“革命性”这一定位

而展开的新论述、新主张层出不穷，涵盖了“理

论体系”的建构和“试点项目”的展开等方方面面。

但在强调信息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应忽

视其局限性，以免“对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前景

过于乐观 , 对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缺

乏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1]。这就需要研究者和

实践者在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之外，同时能冷静客观地把握“革命性”的限度。

二、问题的分析：“革命性”的限度
何在？

（一）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三度：从广

度、深度到限度

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广度体现为：它对整

个教育生态进行了立体式的重新塑造。具言之，

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相关环节（课前、课堂、

课后）、构成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方

法）、细分的研究领域（慕课、双一流建设、教

师教育）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广泛性

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原有的边界，使得“无边界”

学习成为可能，即在任何时间 Anytime，在任何

地点 Anywhere，可由任何人 Anyone，以任何形

式 Any format，学习任何内容 Any content，这便

是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广度。具言之，这种对

教育的时间、空间、内容、方式等既定边界的广

泛扩展最终实现了对课堂的翻转：从学生的角度

而言，课堂的翻转意味着“由师本向生本的翻转、

由教本向学本的翻转，最终将学习责任交还给学

生自己”[2]。当然，除了对课堂本身的翻转之外，

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广度还体现为对课堂以外

诸领域的重塑：“从同步教学走向异步教学、从

同龄教学走向混龄教学、从统一教材走向个性学

材、从固定学期走向弹性学期、从固定学制走向

弹性学制、从固定场所走向任何地方、从掌握内

容走向学会学习等。”[3]

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深度体现为：它对教

育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工具手段而已，进而它已成

为教育活动得以展开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从工具

到环境，标志着技术在如下层面的演变：第一，

在性质上，技术的存在样态从原来在的“手段性”

升格成了“背景性”；第二，在地位上，技术从

原来对人的“依附性”变成了如今人对技术的“依

赖性”。于是，信息技术内嵌成为教育生态的一

部分，这便是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深度。质言

之，工具论反映了人与技术之间呈“目的与手段”

的主客关系、意味着人可以主动选择；而环境论

则反映了人与技术之间呈“适应和被适应”的互

塑关系、意味着新技术及其应用已如环境般，对

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包围。而“环境与工具的

最大差别就在于工具对于主体不具有包围性，主

体可以较为容易地摆脱工具；而环境对于主体具

有较强的包围性，主体不是随心所欲可以摆脱环

境的。”[4] 一言以蔽之，工具对人是一种弱嵌入，

环境对人是一种强嵌入。

进而，我们应在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广度、

深度之外，去直面其固有的限度。

（二）信息技术影响教育发展的限度

这里的限度意味着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产生

影响理应符合的限定性条件：第一，在影响范围

上，应明确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范围的有限性（而

非无限性）；第二，在作用过程上，要侧重信息

技术对教育作用过程的渐进性（而非急就性）；

第三，在动力来源上，该强调影响教育发展因素

的复杂性（而非单一性 )；第四，在互动方式上，

须重视信息技术和教育互动的间接性（而非直接

性）；因此，在本质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是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

1. 影响范围的有限性

这里的有限性指信息技术在作用范围上存在

固有的界限，基于人本的视角，此处的限度：在内，

可概述为信息技术自身的限度；于外，可具化为

信息技术对学习者影响的实证效果限度。

（1）信息技术自身的内在限度

返回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

响”这一命题，我们有如下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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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其中“信息技术”的范围界限何在，

是指所有信息技术吗？显然，并非全部的信息技

术都能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第一，在逻

辑关系上，技术领域中新兴的“信息技术”对于

社会领域内教育发展的“革命”而言，前者只是

引发后者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且必要条

件，虽然“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

是不是所有的具体的技术都可以或者都将对教育

产生重要作用”，因为“技术是革命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充要条件。”[5] 第二，在教育实践中，存

有“人对技术的选择匹配、人与技术的彼此适应”

等问题，这就恰如《地平线报告》创始人 L·约

翰逊所言：“不是每一种技术都能够服务每个学生，

也不是每一种技术都适用每位老师”[6]，因为这关

乎如何处理人与技术间的关系等基础性命题。

其次，其中“教育”的涵盖范围何指，是包

括教育的全部层面吗？显然，信息技术并非对教

育的全部层面都能产生革命性影响：因为信息技

术更多地只是服务于知识层面的学习，此外人格

的健全成长、身心的全面发展等更为核心的教育

层面则更依赖于系统化、情景化、现场化的学校

教育，毕竟学校教育在育人方面更具持久性、稳

定性的影响。因此“我更愿意用‘线上学习’，

而不是‘线上教育’这个概念。人的教育是非常

系统的努力过程，除了学知识，还有品德发展、

身体锻炼、人际交流，这涉及到整个人的成长，

而线上教育主要关注的还是知识学习问题”[7]。

总之，其中的“信息技术”没有涉及全部领域、

“教育”也并非指涉所有层面，且更为关键的一

点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性、

颠覆性，而是相得益彰的优化性、互补性。此即

信息技术自身对教育影响的内在限度。

（2）信息技术的实证效果限度

除了上述信息技术自身的限度以外，信息技

术之于教育的限度还具体地外化为它对学习者影

响的实证效果限度，比如，在线教育的效果仍缺

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为自身有效性的程度高低来

辩护。有研究指出，“慕课学生流失率一直居高

不下，在 85%-90% 这个水平，多数学生在开始

学习的头两周便辍学了。”[8]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的官微①用“内冷外热”来描述这一现实：外

热意味着在线教育的用户总规模持续飙升，而内

冷则揭示出用户在好奇心及新鲜劲退热之后导致

了极低的实际使用率，于是一冷一热的落差便造

就了在线教育高位的辍学率、持续的流失率。

如何归因？本雅明称之为“光韵”的消失。“光

韵这一概念的边界含糊不清，其内核却较为明确，

本雅明在使用光韵时，希望突显艺术的‘原真性’、

突显它‘此地此刻’的价值。”[9] 从中不难发现：

“原真性”强调光韵的非机械复制特性；“此地

此刻”强调光韵产生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

一节在固定时间（课程表上）、固定空间（教室里）

展开的课程，因其传播上的不可复制性、发生上

的时空受限性而内具了美学意义上因易逝而稀有

的光韵。相反，若将线下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转移

到线上，便意味着：一次性且易流逝的“现场化”

教学场景便被永久性且易复制的“现成化”教学

影像取代了①。结果，精准的“此时此处”让位

于泛在的“时时处处”。而泛在的出现则意味着

传统教育的光韵消散，毕竟“鲜活而复杂的日常

经验是无法通过技术化来复制或充分预期的，只

有血肉之躯的教育者通过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才

能在不断变迁的具体情境中进行具身的学习，这

种学习发生在现实中而不是以虚拟的方式。”[10]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师生面对面的课堂

教学并非意味着教师用身体拖着自己的脑袋对学

① 2018 年 3 月 28 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推送一篇名为《中国在线教育
行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文章，指出在线教育的用户平均使用率仅为 20.1%，而手机用户更低，仅有 15.8%。这恰同
“85%-90%”的辍学率正反吻合，表明了数据的客观性，确证了在线教育效果欠佳。

对此，或有如下的质疑：借助信息技术录制或直播的课程在学习进度的自主性、播放频次的可重复性、观看环境的
强选择性等方面极大地优于现场的课堂教学。的确如此，然而前者对学习者的心理暗示是：因其可反复的现成化而具有
较弱的心理选择优先性，会在其他事件的影响下放缓、拖延甚至遗忘并最终淹没于琐碎中；后者则因只此一次的现场性，
而具备了在学习者心理排序中的高度优先性甚至选择的唯一性：要么参与要么错过。其中就体现了线上和线下学习在“学
习者心理暗示之强弱——学习行为选择的优先度之前后——学习动力（动机）之有无（强弱）”这一逻辑中的二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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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脑袋进行单向的灌输，而是教师用自己在场

的全副身心去主动感召、去积极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并在这种唤醒和对话的过程中实现意义的

传达、教育的互动。

2. 影响过程的渐进性

对 于 此 处 的 渐 进 性， 我 们 不 妨 用 负 的 方

式——即通过和渐进性相对应的其他词汇的比

对——来厘定其外延、确定其内涵：这里的渐进

性不同于特质上的颠覆性、结构上的突变性等描

述；相反，它同数量上的累积性、阶段上的连贯

性等意义相近。因此，过程的渐进性就意味着信

息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在其总体影响上是集腋成

裘式的，在其具体过程中是分多阶段的，且这些

阶段前后衔接、彼此交融地构筑起了信息技术对

教育作用的全过程。

详言之，在社会发生学②视角的关照下，信

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需要历经如下三个前后相续

的连贯阶段——阶段一，教育“信息化”：这是

基于信息技术本位的技术社会化过程；它强调信

息技术在社会各系统中（包括教育子系统）的应

用；且这种应用的步调是渐进式的渗透而非突变

式的颠覆。阶段二，教育领域中信息文化的横向

衍生、纵深发展：具体包括物质器具、行为表现、

制度观念和精神文化等层面的变迁；具体可表现

为教育技术观③从重电轻教、重物轻人、重机轻网、

重教轻学、重科技轻人文等有序而渐次地转变为

电教并重、人物共举、机网兼备、教学齐驱、科

技人文交融。阶段三，教育“化信息”：这是基

于教育本位的人本追求和终极关怀；相比于阶段

一中“信息化”引发的外化渗透，“化信息”则

强调内化后的成果；具体则表现为信息文明的培

育、人类福祉的实现。总之，从阶段一中信息技

术对教育子系统的渐次渗透，到阶段二中信息文

化的逐步、分层衍生，再到阶段三中理想目标的

扎实、稳步实现，无一不是对这一渐进性过程的

注脚。换言之，其具体过程非一步到位、其作用

成效非一蹴而就，因此是润物无声而非疾风骤雨

地达成影响。对此，学者蔡连玉将这一渐进过程

直观地图示如下：（见图 1）

3.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一直以来，我们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却

没有意识到，技术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引导，传播正能量，符合时代要求，尊重公序

良俗。”2018 年 4 月 11 日，工程师出身的今日

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因旗下的内含段子、火山小视频、

西瓜视频等科技产品涉及暴力、审丑、虚假等低俗

图 1 教育信息化的社会学发生图 [11]

②北京师范大学蔡连玉博士基于社会发生学的视角，将“信息技术——教育”的互动过程表述为如下三阶段：信息
技术在教育系统的使用——信息文化的衍生与发展——培育出高度的信息文明和实现人类福祉。（详见：蔡连玉 . 教育
信息化的概念内涵 : 社会学的视角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 2005,1: 18-22.）

 ③对于我国教育技术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学者桑新民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重“电”轻“教”, 甚至姓“电”不姓“教”；
重硬不重软 , 见物不见人；重机不重网；重教不重学；偏科技轻人文。桑新民 . 技术—教育—人的发展 ( 上 / 下 )——现代
教育技术学的哲学基础初探 [J]. 电化教育研究 , 1999, (2): 3-7/ 1999,(3): 30-3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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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内容，而在向媒体公开的《致歉和反思》中坦承，

“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四个意识’

淡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失、舆论导向

存在偏差。”如上，服务于消费者的科技产品受众

多因素的影响，同样地，服务与师生的教育亦受

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而非单纯的技术因素本身。

这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complex）意

味着多因素间的内在交互性、整体综合性（而非

彼此的独立性、构成的单一性），这就不同于“复

合性”（complicated）：前者侧重于系统之间、

系统内部间、系统与环境间的互动，强调“作为

整体的系统不可能只通过分析其组分而得到完全

理解”[12]，这就好比流动的云朵；而后者则是可

拆分、能叠加的，因为从“整体拆分为部分”再

到“部分组装成整体”是一个可以完全互逆的过

程，这就恰如机械的钟表，它“可从其个体组成

而获得关于系统的某种完整描述”[13]。

具体而言，影响教育发展因素的复杂性体现

为如下层面：首先，从技术自身的角度而言，一

方面影响其“产生—发展—成熟—迭代”这一生

命周期的因素是复杂的，因为“从技术的设计过

程到产品的使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技术

环境中产生，并受特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制

约”[14]，而另一方面，技术内部也存在交互影响的

复杂变量，具体就指涉“费用（cost），质量（quality），

与获取教育资源的方式（access）的铁三角关系，

任何一个的改变都会牵动另外两个”[15]；其次，

跳出单一的技术因素以外来看，影响教育发展的

因素同样也是复杂的，因为除此之外的政策、文

化、市场等因素及其合力也左右着教育发展：相

关政策为教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特定文化为教

育发展提供成长的土壤，人才市场则为教育提供

了吸纳人才、评价效果、信息反馈的平台；最后，

人们对技术的预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技

术的正负面影响而呈现出复杂的曲线变化（如下

图）。因此在单方面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

同时，也应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4. 影响方式的间接性

这里的间接性指信息技术需要借助制度和环

境等中介因素，并通过与这些因素的互动才最终

起到对教育的变革作用。“技术对教育的变革作

用，不是技术出现后就直接对教育产生变革性的

影响，而是与各类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相关 ...... 技

术创新早于制度创新，但技术创新引发革命性影

响需要制度创新来保障”[17]。

进言之，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不但需要借

助于社会制度，反过来还会受制于社会制度。无

论是技术的创新环节还是技术的应用环节，都与

社会制度交相互动，尤其在其它模式所忽略的“社

会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力”这一点上，恰成了“互

动论”模式所力图揭示的（见图 1）。相反，在“决

定论”的框架里，“技术是绝对主导作用，对社

会变迁往往起到决定性因素，这个理论框架往往

会被异化成为‘技术决定论’”[18]。技术决定论

过于强调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单向的、线性的决

定性关系，其偏颇在于顾此失彼：只是单方面地

重视技术产生后带来的社会影响，但却忽略技术

产生前得以孕育的土壤。于是，技术决定论的持

有者们“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

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

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19]。因此，技术决

定论对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无暇顾及便成了被

人诟病的地方。正是在这个被“决定论”忽略的

地方，“互动论”精准发力，通过技术和社会之

间的互动来完成对“决定论”模式的纠偏。

如上，正是在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的范围有

限、过程渐进、因素复杂、方式间接的意义上，

图 2 人对技术期待的时间变化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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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才提出“被夸大的‘革命性’”，因为“革命”

二字的口号性大于实践性、象征性大于内涵性，

名实不符。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孔子才发出

“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第六》）

的感叹，孔子借觚这一祭祀酒器的变化来反映名实

不符的世风，因为在“孔子时代，人们受创新理念

的控制，觚已变得不成觚的样子 ...... 这是社会变革

时期的怪现状，一切都在创新，似乎越新、越怪、

越奇、越与众不同就越好。”[20] 因此，提出“被夸

大的‘革命性’”这一论点的目的，既不在于标

新立异、用异论新说来炫人耳目；也不在于打倒

既有的定位、以一家之言攻其他论说。而是希望

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去澄清信息技术和教育关

系的应然之态，以便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研究者用

冷静客观的心态和视角去正视信息技术的限度。

三、问题的追问：“革命性”的依据
何在？

第一，国家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

革命性影响”这一命题的愿景何在？分析“革命

性”这一提法我们不难发现；其用意是显明的：

为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初心是良善的：为

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的融合发展；其结果却是双

重的——既有利于人们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

要性（即它对教育发展影响的广度、深度），但

也容易让人忽视其局限性（即它对于教育发展的

固有限度），这便在无形中便潜存着陷入技术决

定论的风险。因此，客观全面地分析信息技术对

教育影响的广度、深度、限度是推动二者融合发

展的理论前提。

第二，为何对“革命性”的表述揪住不放、

咬文嚼字、大做文章？因为这种表述的背后关涉

到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重大哲学命题：在中国，

这触及“技—艺—道”的关系问题。其中“技可

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所蕴含的智慧不失为一种

审视信息技术和教育关系的可能向度，因为“现

代教育技术从学科性质来看 , 绝不是单纯的自然

科学和技术学科 , 而是教育、技术、艺术三大领

域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21] 在西方，这关乎科

技和人文的关系问题。科技①主义和人文主义之

间的论争贯穿整个 20 世纪，学者陆有铨称之为

20 世纪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在陆先生

看来二者之争好比直线，既没有绝对中点，也没

有绝对端点，且在发展中二者逐渐远离中点而非互

相融合。这里的科技主义（scientism）也常被译作

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指一种主

张或信念，它把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自然界演化图

景当作终极的实在图景，并上升到本质的高度。

它尤其注重实证知识和实验方法，并夸大了实证

知识和实验方法的价值和功能，以致认为，即使

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而言，科学方法

也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而不必采用其他的方法。”[22]

第 三， 是 revolution（ 革 命） 还 是 evolution
（进化）？“革命性”通常在如下语境中使用：

第一，指向上的触及根本。如“殷革夏命”（《尚

书·多士》）意味着动摇基础、换了江山，是革

其命而非过家家，这就好比洗“心”革面那般触

达其“核心”。第二，内容上的新旧更替。如《周

易》中专门有一卦关于“革”，紧接其后便是

“鼎”卦，此谓革故鼎新（去旧取新）；再如“它

（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马

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

革”》）。第三，范围上的完全、程度上的彻底。

“revolutionary（革命性）”的词根“revolution（革

命）”含有“完全改变”的意思（王霞，英语多

功能词典，508）；而“a complete change in ways 
of thinking,working,living,etc” 中 的“complete”

则意味着“彻底改变”（陈华，英语核心词汇词

义用法详解词典，583）。基于此，若某一影响没

有在指向上触及根本、却只是对局部而非全部的

优化、且这种优化的并未达到彻底的程度，那么

只能称之为改革、改良或进化。鉴于此，有必要

对“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这一

命题进行重新检视：是“有所保留”还是“的确

如此”抑或“夸大其辞”？

图 3 “互动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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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比断崖式的颠覆和革命（revolution），

相续化的小改和进化（evolution）更适应当下教

育发展的实际，“教育改革切记大起大落、一惊

一乍，教育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我们需要循序渐

进的小改革、微创新。这种改革与创新并不轰轰

烈烈，但却扎扎实实。”[23] 从英文单词来看，

“Revolution 与 evolution 英文只相差一个字母，

社会变革在有些情况下用 revolution 是可取的；

而教育，先生一贯主张用 evolution。”[24]

四、结语：允执厥中的智慧

从技术到信息技术，再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的影响，可做如下的递进式推演：

首先，关于技术，人文学者的见解异中有同。

清华大学学者吴国盛从得失的角度说到“每一样

技术，在它取得某些进步的地方，必定有所丢

失”[25]；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董晨宇用比喻的手

法谈到 : 技术是一条供我们行走的路，但却不是

我们的终点；雅思贝尔斯进一步指出：“技术化

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 ...... 抨击技

术化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26]；爱因

斯坦则直白地言明：“关心人的本身 , 应当始终

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27]；计算机科

学家柯林汉在展开一系列论述后，用“最后 , 读

者诸君务必牢记一点 , 无论今天的技术多么千变

万化 , 人是不变的”[28] 这一忠告来收尾。虽表述

方式不同，但都基于人的视角去澄清人和技术关

系的原貌，并试图在人 - 技关系中界定信息技术

固有的限度。

其次，关于信息技术，极高的更迭速率是其

显要的标签。这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表现就是版

本的不断升级，“技术总是进行着这样一种循环，

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发新问

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29] 对此，

不同人出于不同动机却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用“革

命性”、“颠覆性”等冲击力极强的词汇来形容

它效力。其中，政客和商人可能为了“赢得时尚

或博取政治声誉 ...... 获得经济利益”[30]；技术产

品的消费者则可能会因快速变化而焦虑不安，于

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潮流，以致经常被它引导却很

难引领它、害怕被它抛下却很难保持距离。

再次，关于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影响力的

定位，“叩其两端，允执厥中”是智慧的做法。

我们既不能将其俗化——仅仅称之为工具性的影

响；同样，也不应把它神化——称其为革命性的

影响，过犹不及。因为前者是庸常论，后者是超

常论。对此，审慎的做法是：拒超常的“神化”、

斥庸常的“俗化”，进而归正常的“人化”，“即

从正常的‘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网络对于人和

社会的复杂影响。”[31] 成熟的研究心态或许不是动

辄就赋予信息技术以强烈的情感色彩（诸如颠覆、

革命），而是正视并接受信息技术的限度，进而明

白“信息技术不是教育教学的主角，甚至有时仅是

一个可有可无的要素。信息技术的作用确实是有

限的，有时人们夸大了信息技术的功效。”[32]

最后，回答开篇的问题：在信息技术对教育

的影响上，进化论优于革命论；在革命的领域上，

信息技术更多是技术领域而非社会领域的革命。

作为信息技术代表之一的“网络的出现并不像人

们想象的那么具有革命性，它只是具有进化性和

进步性。”[33] 当然，国家提出“革命性”这一命

题的用意是明显的：希望引起人们对信息技术的

重视；初心是良善的：希望在新技术浪潮中夺得

先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效果却是双重的：

既有利于人们摆脱技术工具论、中性论的桎梏，

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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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s of "Revolutionary"
——Limited conditions for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Li Shuaifeng

Abstract:《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2010-
2020）》took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as "revolutionary".This influence has inherent limits beyond the 
breadth and the depth：the sphere of influence is limited, not limitless；the process is gradual, not urgent; the way of interaction is 
indirect, not direct;the source of power is complexity, not singularity.In essenc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ducation 
is complementary, not alternative.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of "revolutionary" in 《The outline》 is nominal；it is reasonable to 
replace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with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revolutionary;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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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即研

究运用先进数字技术，让机器能像人一样有效执

行高度复杂任务（思考、推理等）的科学。当

前，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服

务、法律、医药、会计、税务、审计、建筑、咨

询、客户服务、制造和运输等，并产生了重要影

响：简化数据交互方式，减轻数据搜索负担，提

高个人工作效率与企业生产潜力。人工智能背景

下，为让本国人工智能重回世界领先地位，英国

政府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在其官网发布题为《在

英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的报告（下文简称

《报告》），《报告》指出英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现状以及应对举措。其中，举措包括为英国发展

人工智能提供人才供应的教育变革。英国教育变

革一方面是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即培养与人

工智能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对人工智

能时代的超越，即培养新科技革命时期多元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根本目的是开展以人为中心的

人本教育，培养人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本文

基于对《报告》文本的解读，先对人工智能背景

下英国教育变革的动因与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再透析出此次英国教育变革的特点，最后归纳出

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动因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落地与推广离不开各

适应与超越：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变革
——《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报告透视

段世飞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 摘要 ] 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为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在三个阶段提出教育变革。基础教育

阶段以 STEM 为重心夯实人工智能人才基础；高等教育阶段以专业性为基石提升人工智能人

才技能；留学生教育阶段以移民、奖学金为手段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储备。分析英国人工智能

教育变革内容，可以发现其有以下特点：革新课程学位来完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重视

学科交叉来实现人工智能人才多元复合；加强校企合作来推动人工智能人才产学交融；打造

智力引擎来构筑人工智能人才荟萃高地。英国的人工智能教育变革可以为我国推进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提供经验借鉴与措施参考。

[ 关键词 ] 人工智能人才；英国；教育变革

[ 基金项目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国家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开放研究”( 项目
编号 :VGA150001) 的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 段世飞（1993-），男，云南昭通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6 级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等教
育比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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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顶尖人才的通力协作，人才是推动人工智能

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培养人工智能相关人才是教

育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出

台人工智能发展报告，并积极推动相应的教育变

革，其动因是：英国欲巩固人工智能传统历史强

国地位，借人工智能走出经济增长乏力困境，并

在未来人工智能全球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一）英国欲巩固人工智能传统历史强国

地位

英 国 科 学 家、 计 算 机 之 父 艾 伦· 图 灵

（Alan Turing）凭借其 1950 年发表的论文《计

算 机 器 与 智 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奠定了英国人工智能发源地的历

史地位。人工智能在英国历史悠久，多年来英国

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机制。英

国工程和物理科学委员会（The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EPSRC） 已

经对 143 个人工智能相关研究进行资助，目的是

让其研发出智能技术和系统。2015 年 EPSRC 联

合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

学院和沃里克大学五所大学出资 4，200 万英镑成

立了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

该研究所召集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社会

科学、数据伦理学、软件工程、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数据科学方面产

生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涵盖国防安全、

健康、以数据为中心的工程、计算技术和智慧城

市。[1] 艾伦·图灵研究所已成为英国重视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要缩影。虽然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长

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但是近年来英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开始与其历史地

位不相匹配。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5 年英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为 1 万篇，不

及同时期中国论文发表数的 1/4，排在美国和日

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2] 为巩固英国人工智能

传统历史强国地位，让英国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

领跑全球，英国政府希望能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发投入，鼓励大学帮助政府加快实现人工智

能知识产权转化，积极培养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

人才。受此因素驱动，英国从国家层面出台人工

智能发展报告和推动教育变革，力图帮助英国重

振人工智能旧日雄风。

（二）英国欲借人工智能走出经济增长乏

力困境

人工智能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它能提高现有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以及创造全新

的产品与服务。据统计，到 2024 年，人工智能

的全球市场价值会超过 300 亿英镑，可使某些行

业的生产力提高 30％，节约成本高达 25％。[3]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的全球经济贡献值高达 15.7 亿

美元，超过当前中国和印度的总产值。其中 6.6

万亿美元可能来自生产力的提高，9.1 万亿美元可

能来自消费方面的影响。[4] 受英国“脱欧”影响，

英国经济进入 2017 年便初现颓势：英镑汇率持续

下跌；通货膨胀，英镑的购买力下降；就业前景

持续疲弱；外资企业在英国投资陷入停滞等等。

正是看到人工智能的经济效益，英国政府意欲大

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将人工智能打造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从而走出后“脱欧”时代英国经济增

长乏力困境。事实上，人工智能确实能帮助英国

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据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

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PwC） 统 计： 受 人

工智能产业增长的影响，到 2030 年英国 GDP 将

增长 10.3%，相当于在目前基础上增加 2，320 亿

英镑，GDP 增长率中有 1.9% 来自生产力增长，

有 8.4% 来自消费品增长。英国每户居民的额外

消费能力将从目前的 1,800 英镑上升至 2030 年的

2,300 英镑。[5] 人工智能将成为英国未来推动经济

快速增长的最大商业机会之一，人工智能也将带

动“脱欧”背景下英国内需潜力的充分释放。英

国政府出台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旨在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和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从而帮助英国早日走

出经济增长缓慢的“泥潭”。

（三）英国欲在未来人工智能全球竞争中

占据制高点

作为全球科技革命未来发展的重要阵地，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实现科研强国梦想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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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出人工智能战略的国家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加

拿 大、 韩 国、 新 加 坡 等； 第 二 类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如 中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中， 美 国 于 2016 年

发 布 3 份 报 告：《 为 人 工 智 能 的 未 来 做 好 准

备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

略 计 划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和

《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这 3 份报告为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确立了具体组

织架构和内容实施框架，大大提升了人工智能

在美国的战略地位。德国最早于 1988 年成立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

智能实验室之一，有近 500 名研究人员，每年

得到的政府预算为 4,100 万欧元。法国于 2017

年 3 月推出人工智能战略，战略内容包括：确

保人工智能是公共机构创新的优先事项；成立人

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制定吸引人工智能人才计划；

资助研究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五年内向 10 家

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投资 2，500 万欧元。加拿大

出台人工智能研究及其人才战略，出资 1.75 亿

加元吸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顶尖学术人才。韩

国政府宣布在未来 5 年内投入 1 万亿韩元用于人

工智能研究。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NRF）为提高本国未来五

年的人工智能能力，拟投资 1.5 亿元到新的人工

智能国家计划中。[6] 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于 2017

年 3 月首次将人工智能写入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

告，201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

布局。随着各国纷纷推出人工智能战略，全球人

工智能竞争已趋白热化。英国作为传统的人工智

能强国，为占据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制高点，需

要从国家层面明确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指出

教育为培养和争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所承担的使

命。鉴于此，英国推出了《在英国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报告，该报告为英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和

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提供了基本框架。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
内容

为应对人工智能人才短缺的困境，培养人工

智能时代的高技能人才，英国教育从三个层面提

出变革的内容：基础教育以 STEM 为重心，夯实

人工智能人才基础；高等教育以专业性为基石，

提升人工智能人才基础；留学生教育以移民、奖

学金为手段，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储备。

（一）基础教育以 STEM 为重心，夯实人

工智能人才基础  

高水平综合技能的习得取决于不同基础技

能 的 熟 练 运 用。STEM（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育将科学、技术、

工程及数学四个基础学科融为一体，旨在培养学

生的综合技能素养，帮助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探

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在与 STEM 四个学科密切相

关的人工智能领域，掌握更多 STEM 基础技能

的人才更有可能掌握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高水

平综合技能。正如人工智能企业“DeepMind”

在“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调

查”（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 Inquiry into Robo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所提供的证据：“我们必须采取

重要行动确保当前和未来的工作人员都掌握足够

技能和精通数字技术，特别是 STEM 科目”[7] 人

工智能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而且应

用的范围只会越来越大。为了夯实人工智能人才

的技能基础，加深学生在 STEM 教育中对人工

智能的理解，《报告》提出：基础教育阶段提供

STEM 技能应用实例，让人工智能影响到 STEM
教育的各个领域。[8] 英国在基础教育阶段重视

STEM 教育将帮助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

更早地接触科技知识，更早获得社会竞争的基础

优势。另外，人工智能时代的 STEM 教育可以让

英国中小学学生将不同科目的知识融会贯通，增

加其知识的广度和厚度，使其具备综合技能素养，

拓宽其视野的同时可以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人

工智能辐射领域广泛，这就要求相关人才拥有多

领域、跨行业的理解力，能够以点带面，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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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STEM 教育可以释放中小学学生的个性，让

教育回归本质，通过拓展跨学科跨领域知识使学

生具备跨界整合能力最终成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

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二）高等教育以专业性为基石，提升人

工智能人才技能 

为了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掌握

人工智能的专业技能，英国高等教育以专业性为

基石，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博士阶段三个层

面分别提出变革的内容。

1. 本科阶段：创建 MOOC 平台与鼓励学生

深造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MOOC）能增进人们对技能要求较高

数字技术领域的认识。MOOC 在帮助人们打好

人工智能知识基础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其进行在线

专业培训以扩大人工智能人才供应，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更广泛的群体加深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为

了以更灵活多样的方式提高人们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专业知识，《报告》提出：大学应创建人工智

能 MOOC 平台，开发人工智能在线专业课程。[9]

该项提议成功落实的关键在于英国的大学需要为

创建人工智能 MOOC 平台达成共识，共同为人

工智能在线专业课程商定教学方案与学分设置。

MOOC 平台对英国培养人工智能高技术性人才，

向民众普及人工智能的认识和应用有着重要意

义。随着人工智能在英国的广泛使用，人工智能

人才的学科知识背景将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除了

计算机和数据科学，还有其他与人工智能联系不

甚紧密的学科。为了让更多本科毕业生具有许多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本技能，特别是能将人工智

能应用到他们的核心专业领域。《报告》提议：

大学应鼓励现有的本科人才继续深造，通过一年

时间的学习，将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专业以外的人

才培养成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生，比如让生物医

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用一年时间集中学习人工智

能研发技术，专注研发医学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

[[]] 鼓励学生继续往人工智能领域深造有利于提

升英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综合技能及其就业竞争

力，加速人工智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等不同领

域的应用，丰富人工智能人才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2. 硕士阶段：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当前，人工智能在英国各行各业已被广泛地

使用。为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英国的潜力，营建

人工智能在英国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英国的很

多组织或部门都要求雇员具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技能。为应对英国人工智能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

的趋势，全方位提高英国雇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技能，提升英国雇员在人工智能浪潮下的综合竞

争力，《报告》提出：由行业商协会资助，在大

学开设人工智能硕士课程，该硕士课程为期 15 个

月：前 12 个月在大学接受人工智能的基本培训、

评估和认证；后 3 个月由行业商协会中的企业资

助实习。[11] 英国大学开设人工智能硕士课程需要

通过由人工智能理事会、行业商协会和 EPSRC 组

织组成的专家组选拔与考核。为保证人工智能硕

士课程的教学质量，开设人工智能硕士课程的大

学需要达到人工智能理事会提出的教学标准。并

且，人工智能理事会将对这些大学进行定期审查，

实行滚动淘汰制，以激励更多大学有机会参与人

工智能硕士课程的开设。英国大学开设人工智能

硕士课程旨在为硕士生提供最佳的人工智能入门

培训平台，提升高素质人工智能人才的供应，拓

宽英国人工智能市场，吸引更多学生进入人工智

能领域。同时，人工智能硕士课程是对英国现代

学徒制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英国现代学徒制

人性化的教学及评估、有效的绩效方法和激励机

制等特点，为英国培养相关的高技能人才提供了

实践参考和经验借鉴。

3. 博士阶段：增设人工智能学位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人才所提

供的技术支撑，当前英国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面临数量不足与流失严重的困境。一方面，英

国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供应已无法适应人工智能

产业对高水平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英国“IT 就

业观察”（IT Jobs Watch）机构在对英国 IT 就业

市场进行跟踪研究后发现：自 2015 年以来，虽

然英国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量已经翻了一番，

但英国政府尚未出台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法律条

款。[12] 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高水平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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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严重。由于英国大学较少开设人工智能

博士学位，且缺乏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雄厚基础

与完备条件，导致大量英国学生不得不选择离开

英国前往人工智能发展全球领先的美国，攻读斯

坦福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等学校的人工智能博士学位。令人担

忧的是，当前英国国内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领域

的博士学位需求量已经超过了 500 个，与需求量

形成对比的不仅仅是英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的短

缺，更有质量的不足：只有 40% 的人工智能博士

学位申请者被认为符合学位授予的最低标准。[13]

为了增加人工智能人才的供应，吸引本土人工智

能人才留在国内，提高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报告》提出：在英国顶尖大学增设至少 200 个

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并逐年增加博士学位的数量，

目标是到 2025 年英国国内的人工智能博士学位达

到 1000 个。[[]] 增设人工智能博士学位的意义在

于可以吸引并培养更多拥有人工智能博士学位的

研究人员，以快速提高当前英国人工智能的研究

能力，对英国未来在新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相关技

术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三）留学生教育以移民、奖学金为手段，

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储备 

人才是决定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核心和关键的

要素，未来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一定程度上是人

才的竞争、以及培养人才的环境、土壤和机制的

竞争。在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供不应求的形势下，

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储备，形成人工智能人才高地

已成为各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战略。教育国际

化背景下，留学生教育在培养全球人才的同时可

以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为了吸引和留住人

工智能人才，满足英国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

确保英国人工智能全球领先地位，英国留学生教

育以优惠的移民政策、丰厚的奖学金为激励手段

来加强英国人工智能人才储备。

对于移民政策，《报告》提出：政府需要适

当修改移民条例，方便人工智能人才进入英国的

同时还可以激励他们留在英国进行人工智能研究

或进入英国人工智能企业工作；对于奖学金，《报

告》提出：设立图灵人工智能奖学金（Turing AI 

Fellowship），招募全球各地最优秀的人工智能人

才。[15] 图灵人工智能奖学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全

球范围的奖学金计划，并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工智

能研究人员向英国聚集。优惠的移民政策降低了

人工智能人才在英国学习和就业的门槛，可以吸

引大批人工智能人才涌入英国；丰厚的奖学金减

轻了人工智能人才在英国的财务负担，可以让其

全身心地投入到英国人工智能事业中去。英国留

学生教育中的移民政策和丰厚的奖学金将扭转英

国人工智能人才“输出国”的局面，让英国成为

新的人工智能人才“输入国”：从以往的人才流

失到如今的人才回流，一定程度弥补了当前英国

人工智能人才出现的缺口，极大提升了英国人工

智能在全球的竞争力。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
特点

从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内容中可

以透视出此次英国教育变革的特点：革新课程学

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重视学科交叉，实现人

才多元复合；加强校企合作，推动人才产学交融；

打造智力引擎，构筑人才荟萃高低。

（一）革新课程学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

需要教育从宏观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对人工智能

的教育内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体系等进行精

准设计，保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能有所依”。

为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拓宽人工智能教育内

容，完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英国此次教育

变革在课程和学位两个层面进行谋划布局。针对

课程层面，在本科阶段英国高等教育提出创建人

工智能 MOOC 平台，开设人工智能网络课程，旨

在帮助学生打牢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和掌握人工

智能的专业技能；在硕士阶段英国高等教育提出

开设人工智能课程，为英国硕士提供最佳的人工

智能培训平台，全面提升英国硕士对人工智能相

关技能的掌握程度，增强英国硕士在人工智能时

代的就业竞争力。针对学位层面，在博士阶段英

国高等教育提出增设人工智能学位，弥补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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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高端人才长期存在的缺口，推动英国人

工智能研究能力的整体提升，吸引海外流失人

才归国就读，对英国赢得未来人工智能人才全

球竞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此次教育改革

基本依循了由本科、硕士开设人工智能课程到

博士增设人工智能学位，再到完善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体系的逻辑理路，由点及面、由低到高对人

工智能背景下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学位（科）

建设等进行了周密规划，对英国加强人工智能人

才的梯队建设，培养青年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具有

深远影响。

（二）重视学科交叉，实现人才多元复合
人工智能属于综合领域，具有很强的学科交

叉性，主要涉及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等学科。

为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教育需要培养具有

多元学科背景，拥有跨领域和跨行业理解力和整

合力的高端人才。英国教育为培养人工智能时代

的多元复合型人才，高度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合，建设多元交叉的良好学科生态系统。有鉴于

此，英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以 STEM 为重心，强调

学生跨学科学习的整体能力；在高等教育本科阶

段，英国鼓励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等与人工智能相

关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毕业生继续深造，将人工

智能与自己的原学科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人工智

能的应用范围。对于 STEM，它既是分科的：涵

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又是整合的：四个学科之间相互交融、密切联系。

英国中小学将 STEM 置于较高位置，其动机是：

人工智能需要复合型人才，STEM 能帮助学生对

各学科进行融会贯通，加深对各学科的深度理解，

最终植下“批判性思维”“实践创新能力”的种

子；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高技能人才，没有一定基

础技能的人才很难转型从事人工智能行业，英国

STEM 可以让学生较早掌握人工智能所需的基础

技能，为他们以后顺利进入人工智能领域，成为

人工智能高技能人才铺平道路。对于鼓励深造，

它可以极大地丰富人工智能的学科生态群，即从

人工智能的内部学科交融到内外部学科的交叉，

对于英国培养“人工智能 +”复合型人才具有重

要意义。

（三）加强校企合作，推动人才产学交融

人工智能人才在高校和企业间实现自由流

动，不但有助于人工智能理论体系

的完善，而且有助于人工智能的成果转化与

产业化。因为校企间自由流动的人工智能人才既

可以将在高校所学人工智能理论运用于实践，又

可以将在人工智能企业实习的经验反馈至理论。

为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多元价值的重要性，英国高

校（学界）与企业（产业界）积极开展合作：企

业为高校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数据，使得高校研究

与实践不脱节；高校为企业培养人工智能研究人

才，使得企业有智力和人才支撑。英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开展校企合作的表现为：英国高等教育在

硕士阶段提出让硕士生先期在高校接受人工智能

的培训、评估和认证，后期由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资助实习，充分将硕士生的人工智能理论学习与

实践探索结合起来。英国意图通过加强校企合作，

培养产学交融、知行合一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并且，产学交融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是英国

现代学徒制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具体实践。现代

学徒制中学徒的学习并不只是获得知识与技能的

简单片面学习，而是更加立体、饱满与深刻的社

会化学习，学徒通过情景学习以合法的边缘性建

构自我职业身份。[16] 作为学徒的英国硕士生在获

得人工智能知识与习得人工智能技能的同时，可

以深度体验人工智能的多元价值，明晰自我在人

工智能实践共同体中的社会角色，建构人工智能

时代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身份。

（四）打造智力引擎，构筑人才荟萃高地
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

争，拥有更多人工智能人才的国家更可能在人工

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拔得头筹。一流人工智能

人才不仅需要国内教育培养，更需要国家用全球

眼光积极从世界各国引进一流人工智能人才。引

进一流人工智能人才有助于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储

备，形成人才聚集高地。英国留学生教育为让英

国的人工智能再次领跑全球，以优惠的移民政策

和诱人的奖学金为激励手段吸引全球优秀人工智

能人才到英国学习和工作，从而充实英国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队伍力量。英国留学生

教育这样做的根本动因是希冀为英国发展人工智

能，赢得人工智能全球竞争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Special issue，2018                                                     教 育 争 鸣                                                          2018 年特刊
   General No.22                                                Education  Contention                                                 （总第 22 期） 

—  63—

另外，英国积极引进高端人工智能人才还受到“脱

欧”的影响。英国“脱欧”的原因之一是欧盟国

家低端劳动力在英国已经饱和，夺走了许多本来

应属于英国居民的工作机会。因此，“后脱欧”

时代的英国力图将低端人才排斥在外，成为吸引

高技能人才不断涌入的磁场，最终让“脱欧”的

综合效益最大化。正如英国《卫报》所报道：“英

国将限制欧盟劳动力在英从事‘不太缺人’的行

业”。[17] 而对人工智能这类英国急缺的高技能人

才，英国则持强烈欢迎的态度。从英国“脱欧”

的初衷可以看出英国渴望引进高技能人才以增强

英国全球竞争力，于是其留学生教育以移民政策

和奖学金为手段引进一流人工智能人才，通过打

造智力引擎，构筑人工智能人才荟萃高地也就不

足为奇了。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英国教育变革的
经验与启示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变革面给我国提

供了四点经验借鉴与实践启示：灵活设置人工智

能课程，科学建设人工智能学科；鼓励学科深度

交叉融合，培养复合人工智能人才；打通产学研

用通道，促进校企人工智能合作；抓住海归回国

热潮机遇，引进一流人工智能人才。

（一）灵活设置人工智能课程，科学建设

人工智能学科
英国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开设人

工智能课程，对普及人工智能理论和提升人工智

能技能具有重要裨益；在博士阶段增设人工智能

学位，对系统培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和推动英国

人工智能研究能力整体提升有着深远影响。英国

高等教育从课程设置和学位增设层面建构出相对

完整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其经验对我国拓

宽人工智能教育内容，构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

系有着重要启示。国务院 2017 年 7 月 8 日印发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支持人工

智能科普活动，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推广编

程教育”“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增加人工智能相

关学科博士、硕士招生名额”[18]。鉴于此，我国

需要将人工智能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在中小学

和大学开设相关人工智能课程，面向在校学生开

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支持师生进行多种形式的

人工智能科普创作，建立与完善人工智能科普和

推广平台，全面提升教育体系中学生对人工智能

的认知与应用水平。再次，由于人工智能在我国

较多地分散于电子学和计算机等不同学科，因而

高等教育需要加快对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的谋

划布局，科学规划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级学科，

尽早成立人工智能试点学院，适当灵活地增加人

工智能相关学科的硕士与博士招生名额，培养一

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端人工智能人才。

（二）鼓励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复合

人工智能人才

英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以 STEM 为重心，鼓励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个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培养学生对四个学科融会贯通的能力，孕育人工

智能时代人才跨领域整合的创新基因；在高等教

育本科阶段，英国鼓励毕业生继续深造，攻读与

自己学科相关度不高的人工智能专业，充分将人

工智能应用于不同学科，培育多元复合的人工智

能人才。英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鼓励学科

交叉融合的经验对我国培养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复

合型人才有着重要启示。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鼓励高校形成‘人

工智能 +X’的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重视人工智

能与数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19] 一方面，我国

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对“STEM”教育持续发力，

帮助学生培养问题导向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加

大对四个学科的深度整合与理解，训练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同时警惕“STEM”

教育异化为新时期的应试教育，为学生成为人工

智能时代所需的复合创新人才奠定扎实基础。另

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阶段需要重视各个学科与

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既要鼓励人工智能相关学

科（数据科学、自动化、计算机等）的内部融合，

又要鼓励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与非人工智能相关学

科（心理学、社会学、法学、医学等）的内外融合，

营建良好的人工智能多元学科生态系统，打造人

工智能学科生态群，从而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

养兼备的多元复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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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通道，促进校企

人工智能合作

英国高等教育在硕士阶段加强高校（学界）

和企业（产业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学生先

在高校接受人工智能的培训、认证与评估，后在

人工智能企业接受被资助的实习，目的是通过开

展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才在

高校和企业间的自由流动，既有利于人工智能理

论创新，又有利于人工智能实践创新，对培养知

行合一的人工智能人才，加快人工智能的成果转

化有着深远意义。英国高等教育推动人工智能产

学融合对我国建立与完善产学合作的人工智能人

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启示。国务院印发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加强产学研合作，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机构合作开展人工

智能建设”[20]。为此，我国高等教育相关机构应

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联合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或

创建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和

实践技能过硬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人工智能

企业的创办主体可以向高校学生放开，鼓励在校

学生开展人工智能创业创新活动并为其提供顾

问、资金设备等支持，建设一批为人工智能初创

企业提供场地等的创业孵化器。同时，人工智能

企业应与大学合作成立民营的具有实体性质、有

一定规模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利用大学所提供

的智力与人才支撑，加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与

成果应用。总的来说，突破传统体制与机制障碍

束缚，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通道，促进校企人工智

能合作，充分运用大学、企业、科研机构资源，

是我国未来培养人工智能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

（四）抓住海归回国热潮机遇，引进一流

人工智能人才

“后脱欧”时代，为扭转低端人才饱和现

状，保护国内居民就业机会，借发展人工智能走

出经济增长缓慢泥潭，英国留学生教育以优惠的

移民政策和丰厚的奖学金为手段，吸引全球一流

的人工智能人才到英国以加强其人工智能人才储

备，让英国成为未来人工智能人才荟萃高地。英

国意图用强大的人工智能人才储备追上美国等国

家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先步伐以实现“弯道超车”，

其经验对我国引进一流人工智能人才，把我国打

造成为人工智能人才聚集高地有着重要启示。国

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

“加大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引进力度”[21]。随着我

国人工智能市场的不断壮大，以及人工智能科研

平台的不断提升，高技能海归回国就业人数日益

增多。我国应抓住海归回国热潮机遇，鼓励归国

人才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进行人工智能创新创

业，并提高其配套待遇。并且，我国可以借鉴英

国经验，对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人才采取特殊政策

与柔性办法，充分运用“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

精准引进人工智能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青

年人才。有重点地引进当前我国发展急需的自动

驾驶、神经认知和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高端人工智

能人才及其创新团队。总的来说，我国高等教育

机构应将人工智能纳入到国际化战略中来：鼓励

在校学生“走出去”，学习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

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同时，更要对海外人才“引进

来”，借鉴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发展经验，充分

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应用的

国际化水平，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担当、

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人工智能人才。

五、结语

虽然人工智能在 20 世纪就已兴起，但随着

信息革命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已经成

为当前信息革命的集大成者。人工智能的算法需

要人，其目的也是为人类谋求福利，人极其复杂，

近期不可能被机器所替代。即便是各国人工智能

的竞争，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竞争。那么，学校

与教师未来不会不重要，只会越来越重要，我们

将不断思考学校与教师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主

体与使命是什么。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时代

的教育不应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适应，而是需要

超越人工智能的工具化重归教育本真，即教育应

回归人与人的本质关系和专业教育孵化的社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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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其功利性与工具性将会减弱，过程幸福将作

为教育的追求目标。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国教育

变革，从基础教育阶段的 STEM 教育就开始布局，

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最终使其成

为非工具化的多元复合人才，这一点值得我国注

意：教育不应沦为数据和机械的奴隶，也不应陷

入对技术和机器高速发展的恐惧中，教育应以更

加主动的姿态和更加长远的眼光守住教育本身。

机器虽解放了人类的双手，却不应掌控人类的思

维与生活。让机器的回归机器，教育的回归教育，

人类的回归人类，这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教育变革

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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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Transcendence: British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

Duan Shi Fe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United Kingdom,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ts status as a historically 
powerful 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erged from the dilemma of economic growth, occupied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posed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hree phases.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tage, STEM 
focuses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 base;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age, professional skills are used as the cornerstone to 
upgrade the skil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stage, immigration and scholarship are used 
as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reserve. Analys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 
can fin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rai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s through: innovation course degree to improve its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achieve its multiple talents; strength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alents with learning; build intelligence engine to build its talents Gathering Highlands. 
The change countermeasur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n Britai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pplications and trai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alent; UK;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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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了教育的改革，促使

人们不断探索未来教育的走向。全球范围内，各

种学术组织团体以及专家学者纷纷描绘未来教育

发展的蓝图，并将学生未来的素养放在讨论的核

心地位，而作为学生素养的直接载体，未来的课

程形态与学生的发展息息相关。未来教育蓝图的

实现要取决于课程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所达成的素

养。在技术的推动下，当前课程呈现开放、共享

与融合的走向，现有的直线式课程与螺旋式课程

已无法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对课程的要求，当前课

程面临着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课程新困境，课

程应以何种形态来满足未来教育的育人诉求值得

我们深思。

二、未来教育蓝图展望的格局

2015 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规划了人类未来十五年可持续发展的总

目标，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 2030

行动框架》，并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核心利益”的理念转

变》，2030 全球教育的未来蓝图被勾勒出来。全

球在 2015 年到 2030 年期间将建立一个更加进取

的、世界性的教育议程——“教育 2030 行动框

架”。“教育 2030 行动框架”的总体目标是：

“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

终身学习的机会。”[1]21 世纪中国学生必备何种

素养？ 2016 年 9 月，以林崇德教授为首的专家

团队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学生的核心素

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 教育致力于

培养学生必不可少的品质与能力，以赋予学生主

动学习、自主发展的条件。据哈佛大学教育研究

生院网站 2017 年 12 月 12 日消息，经合组织教

育与技能司（Directorat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与 哈 佛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生 院（Harvard Graduate 

挑战与机遇：未来课程以何形态存在？

杨  洁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 摘要 ] 随着未来教育发展的蓝图不断被勾勒，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未来课程承载

的使命任重道远，课程的来源、要素、设计需要满足未来育人目标的新要求，应从单一线性

探析课程内容的有效映射，发展为网状联结式寻求知识之间的可能空间，最终需求自由链接

课程赋予知识以“联结”意义来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

[ 关键词 ] 课程；未来课程；课程形态

 [ 作者简介 ] 杨洁（1994-），女，广西北海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2016 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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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ducation）零点项目（Project Zero）共

同主持了《PISA 全球素养框架》（PISA Global 
Competence Framework）的发布会议。OECD 认

为素养是调动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能力，

连同对学习过程的反思，世界相联系并采取行

动。[3]“《PISA 全球素养框架》旨在为有意培养

青少年全球素养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教师提供一

个工具，用以解释、发展和评估青少年的全球素

养，全球素养”是指青少年能够分析本土、全球

和跨文化问题 , 理解和欣赏他人观点和世界观，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开放、得体和有效的互

动，以及为人类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

的能力。[4]

未来教育的蓝图不断被构建，教育的发展路

径逐渐清晰，育人目标也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未来教育有发达的技术媒体支撑，全球教育资源

的共享要求学生的素养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以

承接教育变化中的关键信息。课程作为教育的重

要载体，作为与育人息息相关的知识遴选的精华，

作为学生必须要奔跑的跑道，其在未来的教育的

动态走向中必须也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才可以顺利

推动教育蓝图的实现。

未来课程需要融入全球文化。全球教育在信

息科技的推动下，交流与融合的机遇将大大增加。

即便是没有直接的交流，在信息的传播路径发达

的社会，全球文化交融也会成为趋势。如何让学

生面对不同的文化与情境时，既容纳不同的文化

又能不失自身的文化性，进而表达自身的诉求是

课程需要平衡的重点。

未来课程需要关注学生自由的表达。课程的

设置并不是限制学生的自由与想象，而是预见了

什么对学生来说是达成自由所必备的条件，进行

知识与生活结合的规划，学生在与课程对话的过

程中能够合理表达自己。不管是核心素养，还是

全球素养，所追寻的都是对学生至关重要的，不

受地域不同而影响学生的发展。

未来课程需要给予学生自在的空间。课程所

承载的知识并不是要淹没学生，而是让学生学会

拥有自己的空间。尤其是在未来的社会中信息庞

杂，学生并非要做信息的搬运工，把所有的信息

都试图掌握。课程所要做的是教会学生分析信息

背后的意义空间，找到信息的知识意蕴，这些意

蕴才是学生所要学习的高度精华。

三、课程面临的新困境

自前苏联的舒里金将“进步教育”、“新教

育”运动的理念极端化开始，“学校消亡论”萌芽；

伊里奇将学校的消亡推向高潮；而今，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的冲击下，实体学校的存在受到了

众多的质疑。即便是未来学校会消亡，也不代表

人类教育的终结，相反教育可能只是离开了学校

这一实体，走向了与时代高度融合的形态。课程

不会随着学校的消亡而濒临去留的边界。课程的

形态与社会发展是高度契合的：从原始社会无规

定课程的教育、到人类赖以文字发明以实物载体

承载课程的教育，到人工智能时代以网络传达虚

拟课程的教育，课程的种类以及形态并没有因时

代条件的变化而出现断层，反而得以保全进而发

展。以前只依托学校或教师而存在的课程，现在

呈现的是独立状态，各式各样的机构与学术团体，

甚至是个人都有权利为课程发出不同的声音。依

托于人工智能，课程的存在以一种开放、共享、

融合的姿态不断发展，这与学校消亡状态形成鲜

明对比。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课程在丰

富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一是对课程来源选择性

的问题，二是对课程要素的重新定位，三是对课

程整体设计的原则把握。

（一）课程的来源：全球性与本土性

课程的思考起点是知识的合法性。未来知识

合法性的问题也不会逃出人们争论的风口浪尖。

什么样的知识是具有合法性？从科技发展的进度

回溯有关知识的畅想，可以看出传统的经典学科

倡导封闭不变的知识已然无法捍卫其以往的地

位。知识的客观性遭遇了质疑，建构的思想渗透

到知识体系当中。课程所承载的知识并不都是永

恒不变的，或者说课程承载的知识并不是能适合

每个时代人的需求的，加上知识更迭的速度加快，

对于知识永恒的认知需要革新。知识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具有时空特性的交互性与建构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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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息是并不等同与知识，至少不等同于能被

课程全部容纳的知识。信息的更迭不可避免会影

响课程内容的选择，但信息的丰富不能掩盖对课

程本质的探讨。

麦克·扬对未来学校课程模型的畅想中，关

于知识的来源描述了三种可能：一是课程来源于

各个学术社团所创造的经典学科，二是来源于任

何人、群体的学术及日常知识（包括职业、休闲），

三是来源于各个学术团体所创造的开放性的学术

知识。[5] 未来课程的不同来源表明了在承认社会

建构性的前提下，承认知识的客观性也是有必要

的，筛选价值中立的比较好的知识纳入课程体系。

如果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未来的课程来源理应

是开放的。这里说的开放的前提是优质的课程资

源，课程的来源主要筛选哪些信息应该被保留在

课程体系中。全球知识是不是就一定能培养出全

球素养？在设置课程的各种来源的比重时，如何

保证个人不会失去自己的个性与文化的底蕴？全

球素养并不是旨在促使文化完全趋同，培养失去

文化底色的“地球村”人，而是表明一种能力发

展的去向，指向共同理解的人。

（二）课程的要素：文化性与经验性

课程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为人的个体性而谋

发展。课程所能表达的只是文化的象征，却不能

是真理的象征，或者说是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知识，

可以存在被认可的文化符号。人本身就是一个社

会性动物，符号性是人类占领地位的有力武器。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

断解放的历程”。[6] 随着课程问题的产生、优化

以及解决的过程，期间贯穿的是人对课程本质的

追问，一种生命本体的反思与批判。 “课程本质

上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话语或纯粹的知识活动，

它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经验

描述，它必须具有价值参与其间的生存环境”。[7]

立足于生存空间，课程的本质根源于其文化育人

的特性。

课程所直面的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学生，不可

能完全脱离学生的生活而存在。有学者认为课程

组织的要素是“学习经验”，[8] 麦克默里认为，

课程组织的要素是“生活”，[9] 英国课程学者斯

基尔贝克认为，课程组织的要素是“课程得以实

施”的必要要素，不仅包括课程内容，还包括相

关的组织机构与设备等。[10] 将“学习经验”视为

课程组织的材料，使得课程将课程与学生隔离，

学生学习的内容有了明确的组织；将“生活”融

入到课程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中，生活体系与知识

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

课程的育人功能是不变的，存在争议的是：

课程究竟是育“文化”，还是育“经验”。人工

智能时代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技术推动的革命，之

所以称之为“人工智能”展示的是人和技术的结

合，看起来是技术征服了文化，技术在操作文化，

甚至是技术在取代文化，进而演化成究竟是人在

操纵机器还是技术在操纵人类似的推理。人工智

能时代课程必须要处理好文化性与技术性的协调

问题。课程若脱离了文化属性，留给人类的只能

是没有温度的课程，但是同时技术也必须被包含

到课程当中，才能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课程的包容

性与多样性。关注学生来自个体生活的经验可以

避免学生具有空虚的外在，课程设置相应的生活

情境使学生学会与自己共处、与他人共处、与社

会共处。

（三）课程的设计：共性与个性

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存在并不都是有序的，

往往是充满变化、开放的。未来的课程根植于一

个变化更快的世界，课程提供给学生的是更多的

可选择性，将更大的自由交还给学生。课程从整

体上是弹性的，至少在时空上学生不必受限。“一

人一课表”是时代赋予学生的个性化恩赐，至少

不必像当前的教育陪跑，让大多数的学生学习并

不适合自己的课程，最后只培养出少数的成功者，

而大多数的学生迷失在“失败者”的舆论中，最

后只留下迷离的身影。

课程设计的共性指课程致力于为学生的“共

有意识”，包括全球意识、开放意识、共享意识、

民族意识以及整体意识等等。课程关切的是人类

共同的语言，未来社会全球化对个人的影响程度

会更加渗透。未来的课程是一种全球化的共享资

源，学生可以享受到世界最优的课程资源，接触

最先进的理念与思想。如何在全球化的影响中坚



 2018 年特刊                                                            教 育 争 鸣                                                  Special issue，2018
( 总第 22 期）                                                  Education  Contention                                               General No.22

—  70—

持民族的立场，同时又不缺失世界融合的特征，

这是需要明晰的问题之一。此外，学生的个性化

服务的临界点在何处也需要明确。未来学生的学

习指导需要借助网络实施，学生不需要专门的教

师，转而需要课程咨询员或者课程导师。课程的

遴选是否适合自己需要教师对整体的课程熟知，

对学生的个人规划与兴趣了解，帮助学生获取最

适合自己人生的最佳课程，从而保持学生个性的

完整性，获得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未来教育要培养的是全能型人才还是专业性

人才，这也是值得深究的。人工智能解放的是人

的双手，但是对人的大脑的要求更高了。在面对

机器与人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课程的设计究竟

如何保证人不会因机器而被淘汰。未来社会依然

需要运用人的智慧去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理智地

思考我们社会日常的复杂问题。在人工智能的大

数据共享中，有效地组织和利用信息是一种重要

能力，同时也要保持资源获取的便利与人的需求

之间的平衡，对社会及个人问题仍然要保持谨慎

的道德伦理价值。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最重要

的能力是人的创造力，创造力的发展是基于学生

在深厚的知识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课程

的设置既要注重通识课程，也要注重专业意识与

合作意识的培养，这样才可避免学生被机器取代

或者成为单纯的“行走的机器”。

四、未来的课程形态

未来的课程当以学生为中心，借助适合学生

发展的内容，充分尊重学生的需要，鼓励学生形

成学习共同体，为获取最优资源展开学习。学生

的“课表”是高度个性化定制的，学生所需要的

资源既可以通过教师获取，也可通过网络获取，

还可以借助同伴的作用展开相应的学习。对于如

何将课程进行合理组合满足学生纵向与横向的需

求才是未来课程应有的形态。

当前，课程的形态主要分为直线式课程和

螺旋式课程。所谓直线式，是指教学内容在各个

学段前后一贯，没有循环往复。直线式的课程知

识本身内在逻辑是直线前进的，主张根据科学理

论知识生长的原有逻辑来组织和编排课程内容，

特别是学科课程的知识内容。“螺旋式”是在不

同的阶段，课程内容会不断重复出现，但是这些

重复教学的内容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所加强。

直线式课程与螺旋式课程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劣

势，其价值是能够为课程组织形式提供一个参照

的视角，以寻求更优化的课程组织形式，消除人

与知识之间的隔阂。总的来说，这两种课程组织

形式仅仅着眼于知识本身的衔接，没有将人、知

识、情境三者融合起来，达到一个知识情景化、

情境知识化、知识人、情境人的状态。在追求课

程组织优化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课程组织并非无

条件的整合。不管是学科间的延展，还是形式交

融而产生的新的课程组织，一方面是要建立在知

识合理合法之上，另一方面也要基于其对学生身

心的影响程度。即，课程组织要基于知识所承载

的形式共同的概念模式与允许共享的规则。

对课程组织形式的关注实则是在于知识与人

之间该如何互动的思考。博尔丁（Boulding）“即

便对个体来说，知识的生长也不止是一个把信息

注入人脑保持在信息库的简单积累过程，知识是

一种结构，知识呈现的形式始终限制知识生长的

可能性。”[11] 并非所有的信息对于人来说都是知

识，若无互动，便无知识，信息也只是徒有知识

的躯壳，空缺了实质。根据课程所承载的知识属

性与学习发生的层次：知识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

外部刺激，有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是提供一个知

识结合点，在现有基础上达到知识性积累的作用；

有的知识却能提供知识生长点，能够连通不同知

识，使知识呈现的是“最佳”组合的可能。基于

知识排列与学生个体的互动状态：从简单到复杂，

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选择性到多重选择性的过

渡，学生素养的形成路径也可能是各不相同，未

来的课程有以下三种形态：

（一）单一线性：探析课程内容的有效

映射

由于学习的发生过程是处在信息的流动的过

程，信息不可避免地附着一定主观色彩，可视为

人为的产出。信息的一端是人的生理结构，另一

端是信息本身。学习层面所涉及到的信息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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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的，具备发展性的特点，能够被学生真

诚地接纳，在生理层面同时也发生神经网络的丰

富与优化。其次是信息的导向。具有良好结构的

信息的方向绝不是单向的，尤其是能在学习系统

里流转的信息，其功能是双向的。一是要让流动

的信息指向个人，是被学生所需要的；二是信息

的反复能够让学生得到一定的反馈，即发生二次

学习过程。二次学习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内省式

学习，促进学生更好地学。

考虑学生开始学习的阶段对课程以及人生规

划不明晰，知识储备和人生经验还不够丰富，学

习共同体的深度学习活动可能还不能高效开展，

这种课程对于低年段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单一线

性的课程排列清晰，知识与知识之间具有补充的

空间。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状态选择拓展的课程

资源来发展学生的知识、态度、价值观、技能等等。

这些为学生养成开放、宽容的学习观是十分必要

的，对学生素养的提升更为重要，单一线性注重

学生的基础，也尊重学生的选择。

（二）网状联结：寻求知识之间的可能

空间

“网状式”课程指的是课程内容的一种动态

组织形式，网状的起点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知识

点，中介是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结，当被选

中纳入课程的知识点联结足够多时，课程将呈现

出网状分布的形态。“网状式”的特征有三点：

一是没有确切的知识起点，以学生的自我需要为

中心。呈现网状分布是一种分散而具有布局的课

程形态，既可以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起点，为学

生的个性发展打下基础，也可便于学生消除学科

与学科之间敌对的立场，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能够让不同学科共同为学生的学习凝结力量，提

高学生联结的速度。二是注重联结。课程始终着

眼于学生的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个性鲜明的

个体，要求学生“卷入”到所学的课程之中，赋

予自己的所见所闻意义。课程联结的途径多，网

状的通道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三是聚焦度清晰。

课程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刺激，探析课程组

织形式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课程将其与学生自身融

合起来。因此，课程要有所表达，这种表达至少

要面对两个因素。对教师而言，工作的重点是将

教学内容之间建立联结，避免课程绝对孤立，

寻求课程内容的多种表达方式是教师所需要留心

的。对学生而言，将旧知识纳入新知识是其学习

的导向，如何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结是学生面对未

知事物时的目标所在。

网状式课程能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能够预

留足够的联结空间。此外，网状式课程展示了丰

富的外在刺激，网状联结的形成也预示着学生成

为了有不同联结途径。联结路径的多样化也代表

学生知识结构的丰富性、知识运用的灵活性。学

生能容纳不同文化的碰撞，在文化碰撞中可以思

考自己的民族性所在；学生将生活经验运用到不

同的情景，在具体情景中反观知识运用；学生保

留与不同学习同伴的学习经验，不失调节自己个

性化的机会。

（三）自由链接：赋予知识以“联结”的

意义

网状联结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最终要形

成一种自由的动态联结。相比于前两个层次的课

程，此层次的课程更关注的是知识通道的流畅程

度。网状联结仅仅预示课程的相关知识能够引起

学生的注意，并与其建立了意义联结，实际上这

还是静态的课程形态。检验课程与人之间意义联

结自由程度的表现要看联结途径能否快速联通，

即学生对外来刺激有无选择反应的方式。联结追

求的并不仅仅是与知识、课程之间的意义探寻，

而是以此为基础使学生认识自我，关注自身的可

生成性，表现为自我联结；与他人联结，明白自

己与他人之间的共生与共存性；与世界的联结，

在人类共同体中自身的责任与意识。自由联结打

造的是具有行事能力的“自由人”，面对外界“冲

突”时能通过发达的网状联结规避更大风险的行

动力。

知识之于个体，存在本质的改变过程。人的

可塑性预示着人有改变生存状态的能力，包含从

精神到生活的各方面，表现为主体的塑造。“成

为他现在这样的人”并不是先验的，在人成长过

程中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课程在内的一切

均发生在他自身之中，柏格森将这一点解释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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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创造自己”（creation of oneself by oneself）。

人具有决定自己发展的选择能力，所以人不是别

人经验的产物。人是通过知识不断自我定义，书

写自己人生的作者。皮亚杰说，儿童是自己的哲

学家。科尔伯格进而说，不仅儿童、青少年，包

括成年人都是自己哲学家。课程组织第一条件就

是保证学生的知识联结通道，肯定学生的可塑性，

尊重学生的创造才能。只有在此基础上，课程才

有可能提供“创造性的回答”，人在“创造性的

回答”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打破“死知识”的僵局，

获得超越动物意义的自由知识，达到较高的行为

方式的能力。

知识自由展示的是“生动”的知识，是学生

明确知识关联与如何建立这种关联以打通更多学

习回路的重要指标。联结对课程领域的链接区分

了知识堆积与知识运用，还原课程内容本身的“自

由度”。课程的组织形式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究

竟是建设性的还是毁灭性的？二者有着根本的区

别。建设性是具有目的性的，即使其过程具有偶发

性，但是从根本上说，目的性就要求课程是符合

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其中就包含着如何刺激学生

的生理神经，以表达诉求。这种诉求既是立足于学

生当下的，更是关注学生未来的，尤为重要的是它

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许多接点，体现的是课程的

共鸣性。倘若是毁灭性的，则其没有任何的方向，

或者说这样的课程的目的就是不顾一切地摧毁现

状，这种课程理应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

五、结语

未来教育的蓝图不应仅满足于教育想象，教

育旨在培养的学生素养也不可能存活在真空中。

课程作为教育的载体，作为学生素养形成的培植

土壤，对未来教育目标的达成产生直接影响。即

使是课程面临全球性与本土性、文化性与经验性、

课程共性与个性的衡量，在寻求知识与信息、生

存价值与生活价值、科技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

平衡点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也无法否认课程对学

生素养的形成具有价值。人工智能时代下，学生

的个体性更应该得以彰显，传统的课程形态无法

满足育人目标。在高达发达的媒介作用下，课程

实现单一线性、网状联结、自有链接这三种形态

的转变，知识与学生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学

生对所要学习的课程具有选择权，知识排列的可

组合性有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课程的网状

形态提供了学生生长知识点与需求意义空间的可

能性，避免学生成为僵化的“被动吸收者”；课

程最终的目标是要赋予学生自由的行动能力，表

现为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根据实际情况形成最

优反应路径的自由链接的能力。未来如何变化，

谁也无法准确预知，但是未来的课程作为一种具

有人为成分旨在促进个体更好地学习以求其发展

的外在因素，始终是学生成为“何种人”的关键

因素，关注学生的生命“温度”既是课程的出发

点也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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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What Will the Future Courses Go for ？

Yang Jie

Abstract：As the blueprint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future continues to be outlined，There is a long way for future 
courses to go on basic of highly developed network technology.The source, elements and design of courses should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f educational goals about.Therefor，the course of future will begin with a single linear analysis course content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mapping .Then，developing the possible space for the network to search for knowledge.Finally,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personal growth,using demand free link curricu -lum to give knowledge to "join" meaning .

Key Words：Courses;the Course of future;Forms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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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

重要主题。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明确

提出要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核心任务。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 , 教学评估

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2003 年和

2012 年分别开始的两轮本科教学评估正是我国为

保障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而做的努力。然而，有研

究指出，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仍有不少问题，例如

过度关注学校硬件设施和管理制度等宏观因素，

而非直接与高校教育教学相关的微观因素，如学

生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等。[2] 此外，我国的学

生评教也存在缺陷。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学生评

教中 , 虽然学生是评价主体 , 但评价的结果指向教

师 , 教师成了学生评价中实然的价值主体。评价

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分离决定了教学质量保障效果

的间接性。[3] 总的来说，我国现行学生评教主要

是以“教师教学”为中心，且评教内容较为狭窄，

不能很好地反映高校教育质量。

纵观世界各国，以“学生”和“学习”为中

心的评价是国际高等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如美

国的“全国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英国的

“全国大学生调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
NSS）和澳大利亚的“课程经历调查”（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CEQ） 等。 我 国 有 越

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高等教育的“教”与“学”，

即从微观层面来探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途

径，如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

（CCSS）”、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

查（CCSS）”等。这些研究以实证的方式逐渐打

开我国大学生学习的“黑箱”，[4] 然而，上述研

本科生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的关系
——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

刘  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 摘要 ] 改善高校的教与学，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本

研究以课程为切入点，关注学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承诺的关系。对 493

名本科生的调查表明，本科生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和专业承诺总体情况较好，女生感

知的课程学习经历和专业承诺水平均优于男生；课程满意度在主要的人口学变量上均无显著

差异；不同的课程学习经历对课程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而这一影响受到专业承诺的中介影响。

鉴于此，研究对高校如何优化课程学习环境和增强专业承诺，以提高学生课程满意度等方面

提出建议。

[ 关键词 ] 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专业承诺；本科生；中介效应

 [ 作者简介 ] 刘宇（1995-），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 2017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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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把学习或学习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 , 本

研究则以课程为切入点，关注高校本科生的课程

学习经历及其课程满意度。

课程是本科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载体，课程

学习经历直接影响着本科生对专业的认同，甚至

是毕业的走向。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其满

意度对于高等教育质量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5] 只有当其对课程与教学感到满意时，他们

才会对专业产生认同感，并进而形成较强的学习

动机，采用适当的学习策略，获得学业成就。然

而，何种课程学习经历会导致何种课程学习满意

度，如大学中的课业负担、课程评价等会如何影

响学生的课程满意度，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

究。此外，专业是大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学生的课程学习与课程满意度是与专业特征分不

开的。专业承诺是考察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喜

好程度及态度的标准，也是其课程学习过程中的

动力源之一。现有关于学生课程学习经历的研究

均未能考虑学生的专业在其课程学习经历中的作

用。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索我国大学本科生感

知的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现状及二者间的

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专业承诺在二者之间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调查源于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间拉姆斯登（Ramsden P.）等研究

者开发的一系列课程体验量表，如“课程感知问

卷 ”（Course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CPQ）、

学 校 经 历 问 卷（Schoo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SEQ）等。他们通过对学生自身关于课程教学的

感知情况的测量，来分析各学校、院系间教学质

量的差异。这里的课程是指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学

科领域或项目，而不是具体的某堂课或某门课程。
[6] 之后，拉姆斯登通过对 CPQ 的改进形成了最初

的针对大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问卷 CEQ（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CEQ 从上世纪 80 年

代末投入使用至今，研究者们对大学生课程学

习经历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其

中，威尔逊（Wilson K.）等人于 1997 年修订的

包含了六维度 36 项目版本的 CEQ 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这六个维度是：第一，清晰的目标与标准

（Clear goals and standards），反映学生对教师在

课程教学中的要求与期望了解的清晰程度；第二，

通识技能（generic skills），反映学生通过课程

学习所培养的能力类型；第三，良好教学（good 
teaching），反映的是学生感知到的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时间和精力方面的投入；第四，适当的

课业负担（appropriate workload），反映学生感

受的学业压力；第五，适当的评估（appropriate 
assessment），反映的是课程学习任务的评估对

学生理解能力的考察程度；第六，强调独立性

（emphasis on independence），反映学生在课程

学习与考核方面的自主性和选择范围。CEQ 的设

计是基于以下理论：大学生对课程、教学和评估

的感知是其采用何种学习方式以及学习结果质量

如何的决定性因素。[7]

目前，有关 CEQ 的研究呈现两种主要趋势。

一是结合教育环境的变化继续对 CEQ 内容和各项

指标进行改进；二是将 CEQ 运用于对其他国家和

地区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的调查研究中，以拓宽

CEQ 的适用范围和功能。而国内对大学生课程学

习经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 CEQ 的中文译

名也未取得共识。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理论介绍，如李昕等人介绍了澳大利亚课程

经历调查的成功经验；[8] 章建石、邵娟等则对中

澳学生评教进行了比较，介绍了 CEQ 在澳英两国

的发展与改良；[9-10] 陈琼娥则提出了 CEQ 在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争议等。[11] 二是实证研究，如

陆根书于 2011 年对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实验班的

学生和普通班的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差异进行了

比较研究；[12] 之后应用对西安交通大学和南京大

学 9374 名学生的学习经历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

学科学生学习经历的基本特征和差异状况；[13] 此

外，还对全国 15 所高校 3000 多名大一学生实施

了 CEQ 的调查，探究了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学

习方式以及教学质量满意度三者的关系；[14] 尹弘

飚等人 2016 年对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 2043

名学生的研究揭示了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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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课程满意度的影响等。[15] 虽然大多学者对

CEQ 进行了汉化处理，对部分指标项目进行了改

进，但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各项研究中所使用的

CEQ 测量效果仍然不够理想。

在国外的研究中，不同版本的 CEQ 均包含

有一个单独的项目来测试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总体

满意度，通常将其作为一个反映学生学习结果的

变量，并分析其与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的关系。

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通常情况下，课程学习经

历的所有维度都与学生的课程满意度存在显著相

关。由于我国对 CEQ 的研究历史不长，专门针对

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

究更是缺乏，因而亟待补充完善。

承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承

诺的概念来自于组织管理学中的组织承诺和职业

承诺两个概念 , 是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在专业领

域内的扩展。国外许多学者使用过 Aranya 等人编

制的包含 15 个项目的专业承诺量表对被试实施专

业承诺问题的测试，该量表包含情感承诺、继续

承诺和规范承诺三个维度。[16] 我国内地普遍认同

连榕等人有关专业承诺结构的观点。连榕等人最

初只强调了专业承诺中的态度因素，但在 2006 年

对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行为因素，认为

专业承诺指学生认同所学专业并愿意为学习该专

业付出相应努力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其中，

情感承诺主要反映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感情、愿

望；继续承诺主要反映大学生出于自身素质、能

力、就业机会以及与该专业相应的工资、待遇等

经济因素而愿意留在该专业学习；规范承诺指大

学生认同所学专业的规范和要求 , 留在所学专业

是出于义务和责任的考虑；理想承诺反映大学生

认为所学专业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 有利于实现自

己的理想和抱负。[17] 已有相关研究多探讨专业承

诺与某一种或几种学习因素、心理因素或职业因

素的关系，如学习风格、学习倦怠、心理资本、

学习适应性等，没有考虑课程这一专业核心要素

的作用，并且在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

度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也尚未考虑课程学习的

专业性，即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专业承

诺与对课程本身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

（二）研究假设

1. 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

国外许多研究通常将课程满意度作为课程学

习经历调查的一个结果变量。在国内，陆根书等

人对全国 15 所高校大一学生的调查发现，学生感

知的课程学习经历会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来

影响其课程满意度。[18] 尹弘飚等人的研究发现，

若大学生感受到的高校教学具有“清晰的目标与

标准”、能够培养其“通识技能”且“重视独立性”，

他们就会感到更加满意。[19] 田美等人的研究也证

实，学生感知到的学习经历与采用的学习方式会

对其满意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0] 综合已有

研究发现，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对课程满意度

起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 课程学习经历与专业承诺

已有对专业承诺的研究多关注人口学因素、

心理学因素、入学前因素和职业因素，而忽视了

对专业基本构成——课程的研究。同时，目前国

内被广泛使用的连榕等人以及严瑜等人编制的专

业承诺量表本身也主要是测试学生专业承诺水平

的高低，而不能反映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课程、教

学等因素与专业承诺的关系。潘懋元和王伟廉认

为大学专业是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21] 因而学生

对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经历很可能会影响其对所

学专业整体的看法与认同。周婷的研究发现，学

生的学习适应性，包含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

习环境等方面，对专业承诺有正向预测作用。[22]

张信勇提出，高校应该从改善课程设置问题来提

高学生的专业理想承诺。[23] 综上所述，提出本研

究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学生的课程学习经历对专业承诺起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3. 专业承诺与课程满意度

如前所述，学生的专业承诺是与其课程学习

过程密切相关的，而课程满意度作为课程学习的

一个结果变量，自然会受到专业承诺的影响。姚

琼等人的研究发现专业承诺与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存在显著相关，而课程满意度是学习满意度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推断专业承诺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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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满意度间存在相关关系。[24] 综上，提出本研究

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 3：专业承诺对课程满意度起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

4. 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

在许多关于大学生学习的研究中，专业承

诺都充当中介变量的角色。例如，丁奕的研究发

现，专业承诺在心理资本和学习投入间起着中介

作用；[25] 赵隽的研究表明，通过专业承诺的中介

作用，自我效能感显著负向影响学业倦怠中的情

绪低落和行为不当。[26] 理论上，作为专业核心构

成要素的课程是与专业本身紧密相关的，学生课

程学习的过程——学习经历，以及课程学习后的

整体感受——满意度，也是与学生整体的专业承

诺紧密相关的。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

假设 4：专业承诺在课程学习经历和课程满

意度之间起着中介效应。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于 2017 年 4 月对重庆市 6 所高校本

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3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49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0%。选择该

时间段实施调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经过一个多

学期的学习，大一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课程学习有

了相对稳定的感知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学

期中间，避开了开学初与期末两段非常时期，学

生情绪较为稳定。样本的基本情况：（1）性别：

男生 201 人，占 40.8%；女生 292 人，占 59.2%。（2）

学校类型：重点高校（原 985/211 高校）193 人，

占 39.1%； 普 通 高 校 300 人， 占 60.9%。（3）

年 级： 大 一 81 人， 占 16.43%； 大 二 92 人， 占

18.67%；大三 187 人，占 38.03%；大四 133 人，

占 27.08%。（4）专业门类：人文社科（包括文

史哲经管法教等）299 人，占 60.6%；理工科（包

括理工农医等）194 人，占 39.4%。

（二）研究工具

1. 课程学习经历问卷

本研究在众多版本的 CEQ 中选择了 Wilson

等人编制的六维度 36 项目版本。因为一方面这一

版本比较权威，另一方面已有相关研究也多采用

这一版本，研究者们针对中国教育环境特点对部

分项目进行了修订且研究结果表明其确实有一定

的信度和效度，其中的汉语翻译也可作为参考。

对回收后的有效问卷进行可靠性检验时发现，我

国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结构与澳大利亚大学生课

程学习经历结构存在部分差异。“重视独立性”

维度信度很低，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没有体现，这

与陆根书等人在 2013 年对全国 15 所高校的调查

研究中的发现一致。[27] 因此本研究在参考陆根书

等人对这一版本 CEQ 所做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

上，对课程学习经历问卷结构进行了部分调整，

删除了“重视独立性”维度的六个项目以及“良

好教学”、“适当的课业负担”和“适当的评

估”中的三个项目（因素负荷小于 0.40）。经过

筛选调整后，原来的六维度 36 项目版本 CEQ 变

成了五维度 27 项目的问卷。五个维度的 α 系数

分别为：清晰的目标 0.57、通识技能 0.82、良好

教学 0.66、适当的负担 0.54、适当的评估 0.72。

通识技能和适当的评估两个维度信度较高，清晰

的目标、良好教学和适当的课业负担三个维度的

信度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 果 表 明：χ2 /df=3.32，CFI=0.74，NFI=0.67，
IFI=0.74，AGFI=0.82，GFI=0.84，TLI=0.73，
RMSEA=0.07，量表拟合度可以接受。

2. 课程满意度量表 

2012 年， 格 雷 斯（Grace） 等 人 将 CEQ 中

原有测量课程满意度的一个题项扩展成了包含五

个题项的总体课程满意度量表，目的是将课程质

量和学生满意度更加明显地区别开来，同时提高

测量的有效性。[28]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

为 0.8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 /df=4.56，
CFI=0.96，NFI=0.95，IFI=0.96，AGFI=0.95，
GFI=0.97，TLI=0.96，RMSEA=0.08， 量 表 拟 合

度可以接受。

3. 专业承诺量表

本研究采用连榕等人于 2005 年编制的专业

承诺量表来测量大学生的专业承诺。该量表包括

情感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和理想承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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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共 27 项目。对量表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KMO 值为 0.93，巴特莱球形检验的近似

卡方值为 5702.622。运用 SPSS 进行方差最大化

正交旋转因素分析，删除题项的因素负荷值小于

0.4 和在两个因素上贡献度相近的 9 个题项，对剩

余 18 个题项重新进行因素分析，先进行主成分分

析 , 提取公共因素 , 求出初始因素负荷矩阵 , 再通过

正交旋转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精简后的专业承

诺量表基本保持原有的四个维度，因素一到因素四

分别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

原有属于继续承诺的 “为进入现在这个专业我付

出很多 , 所以我不会转专业”被重新归入情感承

诺维度。这四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4、0.82、

0.59、0.53，表明其信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验

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 /df=3.98，CFI=0.87，
NFI=0.83，IFI=0.87，AGFI=0.85，GFI=0.88，
TLI=0.86，RMSEA=0.08，量表拟合度可以接受。

问卷所有题目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分别计 1—5 分，

得分越高表明表明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

意度和专业承诺水平越高。

（三）数据处理

本 研 究 对 所 得 数 据 采 用 SPSS 21.0 for 
Windows 进 行 录 入 和 管 理， 使 用 SPSS 21.0 和

Amos 23.0 两个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四）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控制

本研究在调查中对同一被试使用了 3 个量表

进行测量，因此可能产生由于共同方法变异而带

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在数据分析之前，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测量中可能存

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对所有变量的

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了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子 12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20.53%，低于 40% 的标准值。因此本研究

中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并不严重，获得的数据可

以进行深入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分析

1. 本科生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

承诺整体情况

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总体均值为 3.19，高于

理论中间值 3.0，表明大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总体感

受尚佳。适当评估维度的均值最低。大学生课程

满意度总体均值为 3.14，说明大学生整体上对学

校的课程与教学质量感到满意，但满意度现状并

不十分乐观。本科生专业承诺总体均值为 3.44，

表明本科生专业承诺总体水平尚佳。相对而言，

规范承诺得分较高，而理想承诺得分较低。（见

表 1）

2. 本科生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

承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课

表 1 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承诺整体情况（M±SD）

学习经历 清晰目标 通识技能 良好教学 适当负担 适当评估

3.19±0.38 3.28±0.54 3.45±0.63 3.04±0.53 3.18±0.57 3.00±0.68

满意度 专业承诺 情感承诺 理想承诺 继续承诺 规范承诺

3.14±0.67 3.44±0.56 3.33±0.74 3.24±0.76 3.39±0.78 3.77±0.70

表 2 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变量 清晰目标 通识技能 良好教学 适当负担 适当评估 学习经历 满意度

性别（T） -2.37* -0.69* -1.37 -2.00* -2.31* -2.71** -0.59

学校级别（T） 1.27 0.94 1.22 -0.97 0.26 0.98 1.62

专业类型（T） 1.76 1.03 0.38 0.71  2.16* 1.83 0.23

年级（F） 2.65* 1.46  1.28* 1.08  2.63** 1.11 1.66

         注：表中数据均为检验统计量，*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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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和专业承诺在性别、学

校级别、专业类型、年级等变量上的差异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 :（1）课程学习经历上，不同性别

学生的感知情况在学习经历总体以及除良好教学

外的四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的学习

经历优于男生（男：3.14±0.36；女：3.23±0.39）。

学校级别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适当的评估维度

在专业类型上有显著差异，人文社科类学生优于

理工科学生（人文社科：3.05±0.66；理工科：

2.91±0.71）。清晰的目标和适当的评估两个维度

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2）课程满意度在四组变

量上均无显著差异。（3）专业承诺上，不同性别

学生的专业承诺总体以及情感承诺和继续承诺方

面有显著差异，且女生的承诺水平均高于男生（专

业承诺：男生 3.37±0.60；女生 3.48±0.53。情感

承诺：男生 3.23±0.66，女生 3.39±0.79。继续承诺：

男生 3.26±0.79；女生 3.49±0.76。），继续承诺

在学校级别上无显著差异。继续承诺在年级上有

显著差异，多重比较（LSD）显示，大二和大四

学生得分低于大一和大三学生。（见表 2、表 3）

（二）假设检验

本研究首先对测量问卷中各维度的平均值进

行交互分析，以初步了解各维度间的相关关系。

然后将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承诺两

两对应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假设 1—3 是否成立。

由表 4 可知，问卷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具体表现为：课程学习经历各维度与课

程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课程学习经历各维度与专

表 3 大学生专业承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变量 情感承诺 理想承诺 规范承诺 继续承诺 专业承诺

性别（T） -2.39* -1.02 -0.60 -0.31** -2.24*

学校级别（T） -0.65 -1.53 -0.35 -2.18 -1.44

专业类型（T）  3.51** 1.70 1.95 1.98*  3.08**

年级（F） 0.76 0.39 1.34 3.02* 1.45

        注：表中数据均为检验统计量，*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 4 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承诺的相关分析（r）

因素 情感承诺 理想承诺 规范承诺 继续承诺 专业承诺 满意度

清晰目标 0.32** 0.30** 0.23** 0.13** 0.34** 0.33**

通识技能 0.40** 0.40** 0.41** 0.15** 0.47** 0.47**

良好教学 0.28** 0.35** 0.22** 0.04* 0.32** 0.51**

适当负担 0.13** 0.16** 0.15** 0.24** 0.21** 0.17**

适当评估 0.08* 0.09* 0.07* 0.28** 0.15** 0.23**

学习经历 0.38** 0.41** 0.33** 0.28** 0.47** 0.52**

满意度 0.46** 0.47** 0.37** 0.08* 0.49** 1

        注：* 表示存在显著差异（p<.05）；** 表示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p<.01)。

表 5 回归分析验证假设的结果 

变量间关系 对应假设 预测关系 β 值 T 值 调整 R2 检验结果

课程学习经历→满意度 假设 1 + 0.55** 14.64 0.30 支持

课程学习经历→专业承诺 假设 2 + 0.47** 11.71 0.22 支持

专业承诺→满意度 假设 3 + 0.49** 12.61 0.24 支持

        注： ** 表示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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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诺各维度显著正相关；专业承诺各维度与课

程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课程学习经历各维度之间

以及专业承诺各维度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

由表 5 可知，本科生的课程学习经历对课

程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5**）；

课程学习经历对专业承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47**）；专业承诺对课程满意度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β=0.49**）。三步回归中，所有变

量的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5，Durbin － Watson 检

验值在 1.94—2.10 之间，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和序列自相关。综上，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三）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 用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SEM) 技术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考察课程学习经历和专业承诺对课程满意度的影

响效应及其效应的实现路径。本研究将课程学习

经历 CEQ、专业承诺和课程满意度作为潜变量，

根据 Little 等人提出的项目构面平衡法 ( Item-to-
Construct Balance Approach) 对 3 个 潜 变 量 各 自

对应的项目打包 ( Item Parceling)，[29] 其中课程学

习经历根据其五个维度打包成 5 个，专业承诺

为 4 个，课程满意度只有 5 个项目，不打包。因

此，本研究中的测量模型包含 3 个潜变量和 14

个观察变量。模型拟合度指标为，χ2 /df=3.89（P
＜ 0.001），CFI=0.90，NFI=0.87， GFI=0.92，
RMSEA=0.08，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

由图 1 可知，课程学习经历对课程满意度的

影响是通过直接效应和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实现

的，其中直接效应值为 0．61，中介效应值为 0.68 

× 0.24 =0.16，总效应值为 0.68×0.24 + 0.61 = 0．77，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0.16 /0.77 = 20.78%。

综上所述，专业承诺在课程学习经历和课程满意

度之间起着中介效应，假设 4 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本科生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和专业

承诺现状

（1）本科生对课程学习经历总体的感受情

况较好。各维度上的平均值从低到高依次为：适

当的评估、良好教学、适当的课业负担、清晰的

目标与标准、通识技能。

图 1 专业承诺在课程学习经历和课程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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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当的评估”和“良好教学”两个

维度的均值较低，即在课程学习的评估考核和教

学有效性方面，学生的感知情况相对较差，这与

其他研究者的结论相同。[30-31]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我国高校课堂仍然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在课

堂学习过程中具有依赖性和被动性，并且对学生

能力的考核评估更侧重低层次的认知能力和事实

再现而非综合应用能力。

（3）课程学习经历中清晰的目标、适当的

课业负担和适当的评估三个维度在性别变量上有

显著性差异。女生更加认可学校的课程教学服务，

对课程学习过程更加感到满意。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现行的高校教学体制更适合女生的思维特

点和学习风格，虽然与中小学阶段相比，大学更

加注重对学习的过程性评价，但无论是人文社科

类专业还是理工农医类专业，期末考试作为课程

学习效果评估的终极指标，比重最大，因此女生

由于整体上记忆学习更强，课程考试成绩更优，

满足感更强，对课程学习经历的整体感知情况也

就更好。“适当的评估”维度在专业类型变量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人文社科类学生的感知情况优

于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学生。

（4）本科生课程满意度整体情况较好，学

生总体上对学校的课程服务质量感到满意。课程

满意度在本研究的人口学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

（5）本科生专业承诺总体水平尚佳。相对

而言，规范承诺得分较高，而理想承诺得分较低。

这说明本科生的专业承诺更多的是对所学专业规

范和要求的认同 , 不是很认可专业对其实现自身

理想的价值。女生在专业承诺总体以及情感承诺

和继续承诺两方面均优于男生，这与其感知的课

程学习经历差异类似。因此男生的课程学习与专

业认同问题应得到足够重视。

2. 课程学习经历、课程满意度与专业承诺的

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本科生感知的课程学习经历、

课程满意度与其专业承诺三者间密切相关。

（1）课程学习经历显著正向影响课程满意

度，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具体来说，

学生对课程学习任务的目标与教师的要求和期望

的认识理解越清晰准确，学校课程与教学对学生

基本能力的发展效果越好，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

学质量越受学生认可，课程学习压力适中，课程

考核与评估越注重过程和实质性内容、评价指标

更加合理，则学生对学校课程质量的总体感知效

果也就越好。

（2）课程学习与专业承诺密切相关，专业

承诺是课程学习经历影响课程满意度的中介变

量。学生感知的学习经历越好，越有利于其形成

高水平的专业承诺；而专业承诺水平越高，其对

课程学习的满意度也就越好。专业承诺在课程学

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专

业性是本科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学生对所学

专业的认同心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形成和发展，

并影响其课程学习的总体满意度。

（二）启示

第一，“因性施教”，注重提高男大学生专

业承诺和课程学习感知水平。学校和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根据男生的学习特点，增设与专业相关

的实践任务，鼓励合作学习，合理利用学生集体

学习中的合作与竞争机制，调动学习积极性，提

高男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同时，学生

也应根据课程性质和自己的学习风格采用合适的

学习策略，增加课程学习投入度。

第二，重视学生学习的专业性，优化课程学

习条件，提高课程满意度。研究表明，要提高学

生的课程满意度，就应该从优化课程学习条件入

手，并重视学生自身专业承诺的影响。大学生对

“良好教学”和“适当的评估”两个维度的感知

情况都较差，反映出学生对教师教学和教学评价

理念与方式的不认同。教师教学投入度较低，平

时缺乏与学生的深度沟通，不能实实在在地了解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难；课程期末考试比重较大，

已有的部分形成性评估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其效果

也经常被打折扣。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应该优化

课程教学与评价体制，把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

结合，发挥形成性评估对改善教学质量，调动学

生课程参与积极性以及引导教师提高自身教学投

入度的积极作用。在课程教学方面，无论是文科

类或是理工科类专业，都应改变教师主导课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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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式，更多地采用以问题为导向、以课堂研

讨、经验研究的方式组织教学来给学生提供更多

的表达、实践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教学，

增强他们对所学专业的理解与认同，改善其对课

程学习的总体感知情况。

六、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主要是探讨专业承诺与课程学习经历

以及课程满意度的关系，没有对 CEQ 进行深度

修订，虽然所使用的版本信度和效度可以接受，

但其相关指标仍然不够理想。并且我国高校众

多，差异性较大，本研究只选取了重庆市六所高

校的学生为样本，代表性可能还不足。此外，在

本研究中，专业承诺的中介效应只占了总效应的

20%，说明在课程学习经历与课程满意度间还有

其它变量在发挥作用，对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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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职业的分化，“教师”的定义与范

畴都有所变化，“师德”意涵的讨论也随之热闹

起来，包括近几年高校出校的论文抄袭、教师个

人道德品行败坏等现象。虽然“师德”意涵在现

代社会备受争议，但是在传统儒家视域当中，“师

德”从来不曾出现过重大的歧义。所以在讨论现

代师德意涵时，不妨放眼于传统师德，或而能在

传统师德中获得一些启示，并由此探讨师德的现

代化问题。

传统教师的地位极高，天、地、君、亲、师

是需要受供奉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

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由此可得一

窥在古代，师者作用之大与地位之高。敢居高位

者，必有高德，所以在古代，师者可谓道德的化身，

与君子贤人一般是道德的楷模。但随着传统礼

制的瓦解，似乎再也不必对师道有如传统礼制

下的高要求、高标准，亦即不必厚古薄今，因为

现代实在已缺乏如此的土壤，不适合传统师德的

养成。我们今天之所以探讨传统儒家的师德，一

方面仅止于研究本身，一方面或能为现代师德建

设提供一些养分，而断不是要复古，要照搬古代

的一套。

二、儒家师德的展开路径

现代意义上的师德，是一种职业道德。这

一点可以参照由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于

2012 年正式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可以这么说，师德是教师在进行一系列职

由内而外：儒家师德的展开路径

蔡  杰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 摘要 ] 与现代教师的职业道德不同，儒家师德的展开路径是由内而外，主要体现为君子

圣贤的标准，即内圣外王的修养模式。从这一点上看，儒家师德是“师”与“范”的统一，

并强调“范”的功用。而从传统师生关系的角度看，在师生伦理中，师生之间以爱敬之情作

为连结的纽带，建构一种平等和谐的相互关系；在师生的传承接续中，则要求为人师者注重

学生的主体性，将自身道德修养的体验与经验传授于学生，亦即将由内而外的道德展开路径

传续下去。当面对传统儒家师德进行创造性继承的反思时，有必要把握传统儒家师德的精髓，

由内而外地自觉追求“圣人型”师德、遵守“底线型”师德，并同时建设外在的师德制度规

范作为保障，做到内外兼备的全面顾及。

[ 关键词 ] 师德；儒家；由内而外；道德自觉

[ 作者简介 ] 蔡杰（1992—），男，福建龙海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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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也

有学者给出相关定义，如“师德是教师在一系列

的职业活动中，不断内化社会职业期望，强化职

业角色意识，并在职业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比较

稳定的品德特征与倾向”[1]。可以看出，现代意

义上的师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一种外在的职

业规范与行业要求，实在不足称是内在的理性自

觉自律意义上的道德。关于这一点，康德即认为

“纯粹理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能够不依赖

于任何经验的东西自为地决定意志，——而且它

通过一个事实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事实之中我们

的纯粹理性证明自己实际上是实践的；这个事实

就是理性借以决定意志去践行的德性原理之中的

自律”[2]，在康德哲学中，道德是一种内在出于

理性的自律，而不是外在规范的他律，所以他说

道“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3]。基本可以这

么认为，在康德哲学中，职业道德是不足以称为

道德的。

本文无意讨论道德的定义，只是康德的道德

律恰好为本文提供一个研究问题的视角。那么，

当反观传统儒家师德时，就会发现传统师德与现

代教师职业道德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师德是由

内而外的道德展开，其师德是一种理性自觉，而

不是现代教师职业道德的外在的规范准则。

（一）儒家师德的标准之一：内圣

传统师德在于一个“正”字，在于正己正人

是也。“教者必以正”“其身正，天下归之”（《孟

子·离娄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

子·尽心上》），可以看出师德之“正”意涵的

展开是由己及人，为人师者首先须先正己，而后

方能正人。这大概也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而不从”（《论语·子路》）的道理。

师德之“正”指向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

技能，而是道德学问。朱熹认为“圣贤教人为学，

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

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

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4]，

以修齐治平之学问授人，那么为人师者本身亦当

有修齐治平之学问，至少有此领悟。儒家“八条

目”的展开实是内圣外王的进路，这就为教师本

身也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高标准、高要求，否则如

何以“传道、授业、解惑”？从“传道、授业、

解惑”也能看出古代教师所教授并非技能淫巧。

《论语·子路》篇中有一则故事，说“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

如老圃。’”孔子认为相比技术而言，教育的首

要之务应该是仁义道德，是要培养君子贤人。所

谓“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礼记·学记》），

就是这个道理。古代教育重视道德的培养，而不

是技能的传授，所以假使说现代教师非高学历、

非高知识者不足以为人师，那么在古代，非高德

者则不足为人师，否则无德之人如何教人为德？

也就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的道理。教育内容与宗旨的不同，导致古今对师

德的重视不同。

在古代，道德本身就是教学内容，所以人师

须对仁义道德有较为透彻的理解，甚至必须躬行。

而在现代，知识技能才是现代教育的主要教学内

容，仁义道德实在与此无涉，所以教师不必再对

道德有深切的领悟，“道德”最终成为了一种职

业道德。可以这么说，现代意义上的师德是一种

作为职业道德规范的社会公德，而传统师德则更

强调人师的私德修养。所以古人十分强调“以善

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即“师也者，

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而不是凭借技能高于他人者谓之教，黄宗羲对此

诠释得更为详致，“或曰：‘如其人教以学生圆

滑之放、阿臾之技、榨取之术，可谓师耶？’答曰：

‘大谬也，为师须有德，古之人或虽知学不足教

人，或见闻弗能解惑者，而德为众人之范，行堪

诸生之模，其可称师”[5] 卷五，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甚至儒家对不重视道德教育的教师是有所批判并

予以否定的，“夫人之不可为师者有二：智辩有

余者，偶而有所见及即立为一说，而不顾其所学

之本业，议论一新，人乐听之，而使学者迷于所守；

诵习有功者，熟于其所传习乃守其一说，而不能

达于义理之无穷，持之有故，自恃为得，而使学

者无所复通”[6] 卷四，认为人师教学在于正天下

之人心。所以传统教育重视德育，传统师德便要

求人师自身也须是君子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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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师德的标准之二：外王

为人师者有了内圣的前提，那么外王则是题

中之义。在儒家思想当中，内外与外王是统一，

不可分割的，所以传统师德既有了内圣的要求，

必然也离不开外王的主张。以传统的“知行”命

题为视角，朱熹认为“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

而力行以终之”[4]，意思是说知行虽是先后关系，

但是二者不可分离。无论是教学或是师德本身，

光有知道是不够的，要完成这一整个程序，须落

实到践行上。可以这么说，外在之“行”是内在

之“知”的彰显，亦即外王是内圣的展开。在儒

家知行观上，更经典的当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王守仁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

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

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更强

调了知行不可相离，知在行中，行在知里，知与

行是一体相成的，也就是说真知必能行，能行方

是真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

知”[7]1。反观传统师德，严格地说，还不是内圣

开外王，而是内圣即是外王，外王即是内圣。

关于儒家对师者之外王的重视，一个突出的

特点在于人师在政治层面的巨大作用。如果说内

圣的特点在于“正”字，那么外王则在于“政”。

由内圣到外王的开展，正是内“正”到外“政”

的演进，“政者，正也”（《哀公问》）。“成

教而后国可安”（《礼记·乡饮酒义》），完整

地表达应该是“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

而国治”（《礼记·文王世子》），由人师内在

的道德修养，到外在的为官之正，到国家层面的

安治，这正是为人师者内圣外王的展开路径。将

教化视为安邦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国

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

可以看出教师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中的地位，由此

也能理解“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合理性。教师在

古代社会与政治中既如此重要，那么就势必对师

德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以强化教师队伍的建

设，所以有论者说道“鉴于教师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特殊地位与功效，师德往往不只代表教师个

人的品德与才智，还应该包纳对政治及社会生活

的直接参与，即上升到劝君臣、正民风、安邦国

的层面对之加以考量”[8]，亦即内圣与外王的两

个维度。

总而言之，传统儒家对人师是提出了君子圣

贤标准的，其师德的展开路径是由内而外。我们

可以从“礼教”这一概念中看出，礼教之“教”

不是宗教，而是礼乐教化。传统儒家讲究礼教，

而不是“知教”或“技教”，正是由于重视道德

教化的缘故；礼教一般也不作“仁教”，因为儒

家视域中的“仁”往往只具有本体意义，发用于

外则彰显为诸多形态，譬如孝、弟、礼、乐、恭、宽、

信、敏、惠等，而“礼”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

心概念，恰好能涵盖由内而外的展开路径，“礼

作为行为原则，在春秋是指行为是否合于礼制，

孟子则把礼同时作为一种恭敬之心，作为一种德

性”[9]，后世儒者受孟子思想影响至深，孟子的“礼”

正是具有由内而外的展开特点。所以“礼教”一

词即体现了传统儒家的教育特点与师德标准。

（三）儒家师德的现代视角：“师”与“范”

“师”与“范”的问题在古代根本不是一个

问题，因为“师”即“范”、“范”即“师”，

二者由道德内涵紧紧连结在一起，不存在分裂的

状况，亦即人师所言者是道德，所行者是道德，

当言行一致时，“师”与“范”便是一体的，在

教师身上得到统一。其实“师”与“范”的问题，

只是人师之君子圣贤的标准的一个具体层面，而

本文作为面对现代师德建设的反思，“师”与“范”

的问题有必要单独提出一说。

为人师者，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

“教师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这

种人”[10]。从这一点上看，教师绝不仅仅是自己

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更要做到何者为、

何者不为，其实也是知行合一的体现，这就是“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榜样，否则教师自身是没

有说服力的。古代典籍中首次正式出现“师范”

概念的，应推扬雄的“师者，人之模范也”（《法

言·学行》），这里说的便是“师”与“范”的

统一，而所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讲到“师”

的层面多侧重于学识智慧，讲到“范”的层面则



Special issue，2018                                                     教 育 争 鸣                                                          2018 年特刊
   General No.22                                                Education  Contention                                                 （总第 22 期） 

—  87—

侧重于道德楷模。传统社会极其重视“师范”的

作用，特别是“范”，亦即有礼仪行为、知识技

能的传授，也有内在道德的教化，而外在的礼仪

行为、知识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内在道德的

教化则需要耳濡目染，即楷模的作用。

《说文》将“教”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11]，

《白虎通三教》也说道“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

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12] 卷七，

教化有了自我修养的前提之后，为下者所效仿。

由于对“教”的解释突出强调效仿这一内涵，这

其实正是强调“范”的作用。传统礼教落实下来

就是身教，或者说人格感召，这样的教育效果是

强于言教的。从学生的角度看，言教实是一种被

动性的灌输，而身教则是主动性的效仿与接受，

后者显然更易于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涵养。也

难怪古人慨叹“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资治

通鉴》）。

古代重视“范”，因为古代的教育内容与宗

旨主要是道德修养，需要突出“范”的功用；现

代侧重“师”，因为现代的教育内容与宗旨主要

是知识技能，需要突出“师”的功用。时代的不同，

导致对“师”与“范”的重视不同，但是在任何

教育过程当中，不宜忽视无形中“范”的作用。“范”

的作用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而“师”的作

用特点是显性的，是即见效果的，甚至可以说是

机械的。在任何教育过程当中，为人师者的“范”

的作用，即被学生所不自觉地效仿与接受的作用，

仍然是无形地存在着的，这实是无法躲避的。所

以时至今日，即使教育内容偏向于知识技能，现

代教师仍然应该对自身的“范”有一定的把握，

否则即会在无形中带来不良影响。

三、儒家视域中的师生关系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基本了解传统儒

家师德的基本意涵，那么如果将师德置于现实的

实践当中，正如一切道德理论最终都需要指向实

践，传统的儒家师德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我们

说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是与学生共同形成与

存在的，那么在实践当中对师德的考察，实际上

就需要将师生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口。

（一）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

师生是一种人伦关系，在历史中是逐渐形

成的，“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6] 卷

三十。中国人讲究报答师恩，“水深而回，树落

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荀子·致士》），

甚至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将师生视

为父子关系。从教育内容上看，传统师生之间以

“道”为贯通一起，并由之传承接续；而从伦理

角度看，师生之间以情感相连结。“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韩愈《师说》），上文论述了师生

之间“道”的重要性，在此再讨论一下师生之间

的情感关系。在传统儒家视域中，几乎一切伦理

纲常都是以爱敬作为基础，爱敬可以说是人性之

情。敬主要是居于下位者对待上位者而言的，人

对天须持敬，子女对父母、臣民对君主皆须持敬，

学生对待教师亦然；爱则是强调居上位者对下位

者的情感，上天包孕厚爱其人，父母对子女、君

主对臣民皆须有爱的情感，教师对待学生亦然。

“仁义者，徳教之目也；徳教者，敬爱之目也”[13]

卷一，意思是说仁义之可行，须由德教去展开；

德教之可行，须由敬爱去完成，所以爱敬可视为

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

爱与敬也是彼此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爱者，敬之情也；敬者，爱之志也。非志无情，

非敬无爱”[13] 卷一，学生尊敬教师，教师应报以

关爱；教师关爱学生，学生更应尊敬教师，师生

之间由此建构一种平等、和谐的状态。《论语·雍

也》有一则故事，孔子去见南子，他的弟子子路

很不高兴。在现在看来，教师见谁或不见谁，作

为学生大抵是无权过问的，更不必说表现出不悦。

而据《论语》这一则故事，非但只记录子路不悦，

还记载道孔子向子路发愿说“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意思是说“我要是有不合于礼、不合

于道的，上天一定厌弃我，一定厌弃我啊！”可

以看出，如此师生之间，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关

系。虽然师生之间学有深浅、道有高低，但教师

与学生情感相通，人格平等。《论语》中第五《公

冶长》、第十一《先进》都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畅

谈理想志向的故事，弟子们在老师面前能够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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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当与孔子的志向有所不同处，孔子也是尊

重弟子的志向，而不曾加以反对驳难，体现了师

生之间和谐平等的氛围。如此平等和谐的师生氛

围背后，有着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爱敬之情作为基

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师生关系不是一

种由于职业需要而偶然、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的关

系，而是一种自主选择的、以爱敬为纽带的社会

人伦，这就说明传统师德的成立体现为一种发自

本心的、由内而外的特点。

（二）师生之间的传续关系

有教无类实是师生之间爱敬之情的一种具体

形式。传统儒家虽然讲爱有差等，但我们不宜过

分夸大这一点，不曾听过在众多孩子面前，父母

是爱有差等的，即使有嫡长子制的宗法规定，那

也只是礼制的要求，而不能说明父母对子女的爱

有差等。教师对待学生也是如此，不因学生出身

的贵贱、家族的贫富、天赋的高低而区别对待，

这大概也是孔子兴办私学的一大原因。孔子说道

“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传统儒家

在“有教无类”这一意涵上，侧重的是内在本性

的至善的发明，而不问外在的贫富贵贱等。皇侃

认为“教之则善，本无类也”[14]，意思是说人性

本初之善，于每个人是没有区别的，只要通过教

化都能发明本初之善，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学生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朱熹则对此阐发得更为详致

明朗，“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

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

复论其类之恶矣”[15]，朱熹承认后天的人在善恶

上的区别，即有善恶之类，这是受到后天习气之

染的结果，但人的本性却都是善的，也就是天命

之性都是至善的，所以只要通过教化，每个人都

能回复本性的至善。这个“有教无类”实质上正

是居于儒家性善论的前提，其“教”正指向人的

内在道德，即善。

现代师德也讲究教师对待学生须“有教无

类”，但这几乎是作为职业道德出现的、外在的

规范。传统师德则不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有

教无类”，是一种直指本心而向外扩充的发明之

道。这一由内而外的发用与传统师德的展开路径

是相一致的，可以这么说，这是教师以自身道德

修养的体验与经验，传授于学生。

从传承接续的角度看，师生本是一个整体，

绵延无限，所以关于道德的体验、传授与接受必

然是同一范式。这也能从教学这一侧面，间接论

证传统师德由内而外的展开路径。对学生发用于

本心的教学，在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还有一点十

分明显，同样与传统师德的展开相一致，即儒家

注重启发式教育。“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牵则和，强而弗抑则

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

记·学记》），孔子也说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

而》），朱熹解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

谓达其辞”[15]，这一种启发式教学强调的是学生

主体对道德学问的思考、参悟与把握，而不是现

代这种强硬的灌输式的教育，只会导致学生主体

性的泯灭。因为内在的道德教育不是用语言传播

道德理论，而是启发式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主体

由内掌握道德学问，而不是外在地习其知识技巧，

所以启发式教育就是一种自身由内而外的路数，

这与师德的展开是一致并且相通的。

传统教育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于是儒家所强

调的“因材施教、各尽其才”即是题中之义。《论

语·先进》有一个故事，说子路和冉有向孔子问了

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却给他们不同的答案，

其实正是以尊重二人主体个性为前提的，所以朱熹

说道“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这就要求教师对待

学生须发明学生的主体本心，由内而外地彰显其个

性特点，正所谓“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才，乃不

误人”，否则“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

施之妄也”[16]。从教育方式的角度对人师的要求，

与师德的展开路径是一致的，即由内而外的开显。

所以说师生的传承接续，其实无论师德与生德的

养成，在传统儒家看来都是相通一体的。

四、现代师德的下限与师德建设的
建议

由此可见，传统师德到现代师德的转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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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视为是内在自觉到外在规范的转变，是个人道

德到社会公德的转变，将教师内在的道德情感、

道德意识外化于职业监督当中。在古代，“教师”

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可谓一种专门的职业，师德

也无所谓有私德与公德之分，或者说古代人师的

公德即是私德。古代为人师者，多走在弟子前面，

入世为官，至少是关心政治、心怀天下的，即拥

有一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儒者情怀。当与政治结合时，人师的生活保障与

经济来源并不自传授学问的收入，至少不全是局

限于此。孔子兴办私学，也不过收一些肉干（《论

语·述而》），并不见得孔子成天食肉干度日，

他是更热衷于政治的。而现代教师则多纯粹是出

于职业，与政治分离，他们受到职业规范的约束，

而不是自觉地出于一种天下情怀。

时代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相比而言，传统

师德的君子圣贤标准，无疑比现代教师的职业道

德的要求高出不少。当传统思想仍在国人脑子里

根深蒂固时，人们对现代教师的私德便有所批判，

这实在是超出教师职业的范畴，将教师的个人道

德与职业道德等价，原因在于以传统师德作为评

判标准，于是产生一种落差。然而这种落差不过

是固执传统思想未加现代转型的心理落差，实质

上古今之差异无所谓落差，而是一种转变。所以

当我们面对传统师德，进行创造性继承的思考时，

无妨将传统师德的高标准、高要求视为“圣人型”

师德，古今之人在本质上并未有变化，仍然能够

由内而外地“内圣开外王”，这是一种为人师者

的追求与信仰。同时将现代教师职业道德视为“底

线型”师德，教师终究不过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普

通人，其职业道德因学生群体的存在而存在，当

学生不在时，教师也是极普通的人，遵守的应该

是社会公德，这是师德的下限与红线。追求“圣

人型”师德与遵守“底线型”师德，应双边并重，

不可偏废。

吸取传统师德的展开路径的智慧，即由内而

外，“圣人型”师德作为教师的追求与信仰，无

疑就是出自本心的自觉行为；而“底线型”师德

本是外在的职业规范，在此若能内化为一种自觉

自愿的道德律，那么就能摆脱时空的限制，将职

业道德内化为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出自理性的“道

德”，成为一种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界定的自

觉义务行为。于是，无论是“圣人型”师德还是

“底线型”师德，都能成为由内而外展开的道德，

这应该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理想的师德了。

不过仍需看到的一点是，尽管道德是内在的

自觉自愿，但在现代制度下，教师职业相对成熟，

若能在职业建设中对现代师德形成完备的外在制

度规范，那更是一种保障。也就是说以教师个人

的道德主体性为主，而以制度建设的完善性为

辅。有研究者提出建立师德标准、师德考评、师

德培养、师德监督、师德奖惩制度等 [17]。笔者以

为，一方面可在职业中建成师德培养的阶段发展

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师德标准应该有所侧重，

譬如于年轻教师而言，处理师生关系和教学策略

等应该是职业道德所偏重的 [18]；另一方面是教师

的职称评定制度、管理岗的升迁制度，若能公开

透明、公开竞争，从制度上给教师一个安全的晋

升与保障途径，“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

书·董仲舒传》），教师职业中的不良现象或而

要少一些，师德方能彰显。在追求民主的时代，

师德是可以置于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的。做到内

外兼备，应该说还是不失全面的。

五、结语

与现代教师的职业道德不同，儒家师德的展

开路径是由内而外的，主要体现为君子圣贤的标

准，即内圣外王的修养模式，而现代教师的职业

道德往往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规范。从这一点上看，

传统儒家师德是“师”与“范”的统一，并强调“范”

的功用。所以教师就不能当做是一个笼统的“类”

的概念，教师个人的道德主体性一定要彰显出来。

而从师生关系的角度看，在师生伦理中，师生之

间以爱敬之情作为连结的纽带，建构一种平等和

谐的相互关系；在师生的传承接续中，则要求为

人师者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将自身道德修养的体

验与经验传授于学生，将由内而外的道德展开路

径传续下去。由此，当我们对传统师德进行创造

性继承时，应当借鉴儒家师德由内而外的展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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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现代教师的职业道德视为师德的下限，并

且内化为一种道德自觉，即追求“圣人型”师德、

遵守“底线型”师德；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外在

的师德制度规范作为保障，做到内外兼备的全面

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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