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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进展、挑战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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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发现院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存在两种基本视角袁行为视角侧重对家庭群体行

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人口统计学与行为学考察袁认知视角侧重对参观动机尧认知发展尧思维转变以及经验建构的深层探索曰

但理论原创不足使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描述性考察存在局限袁个体主义取向使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进行解释性探索面

临着尴尬曰对场馆学习境脉中行为尧认知与经验的复杂交互机制研究不足曰未来需推进与亲子家庭组织形式和场馆复杂境

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探索袁克服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间的张力袁建立以家庭行为尧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为核心的整体研究

框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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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源于博物馆领域早期的

参观者研究遥 20世纪 80年代前后袁研究人员采用人口

统计学的方法对参观者进行调查袁 发现在已有的参观

者群体中家庭占主导地位袁 自此家庭群体成为场馆学

习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1]遥建立一个对家庭群体在场馆

中的学习机制加以深入分析的理论框架袁 是长期以来

场馆学习研究中备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遥

一尧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的焦点与进展

目前袁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基本形成了以行

为和认知为主的两种视角袁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遥 20世

纪 90年代后袁社会文化视角的引入袁为认识家庭群体

场馆学习的文化本质和发展机制提供了新支撑遥

渊一冤行为视角院对家庭群体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

的人口统计学与行为学考察

行为视角下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是以该群

体在参观场馆过程中的肢体行为和言语行为为焦

点袁对其行为过程和结果的描述尧分析与解释袁即通

过观察法和调查法把握家庭群体在场馆参观过程中

的行为方式袁揭示其行为特征和行为规律袁并从某种

意义上将获得的结果与一些可能的要素之间建立关

系袁以此做出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本质的理论解释遥

早期基于行为视角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主要从

参观路线尧 参观时间及与展品的交互等方面对场馆

中家庭群体的行为活动进行粗浅描述袁 并对影响家

庭群体场馆参观行为的物理因素及其之于科学教育

的重要性展开考察[2-3]遥 但是袁早期的家庭行为研究更

多的是以促进场馆野运营冶为导向袁与场馆野学习冶之

间的联系并不密切遥 直至 20世纪 80年代袁研究人员

开始对以学习为导向的家庭交互行为展开探索袁尤

其是以场馆中的亲子言语交互为重点考察对象袁才

正式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行为研

究遥 有研究围绕亲子在场馆中的解释性对话袁讨论了

非正式学习体验在支撑儿童学习一些复杂科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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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巨大潜能[4]曰还有研究对亲子交互行为进行质

性分析袁并分别对家长和儿童在主导交互过程中的行

为方式进行了讨论[5]遥

目前大致可以将行为视角下的家庭群体场馆学

习研究分为三类遥 一是对家庭群体在场馆学习过程中

交互行为的描述性研究袁其主要目的是揭示家庭群体

在场馆中的行为规律遥 如辛西亚窑科恩 渊Cynthla A.

Cone冤等人使用人类学方法对家庭群体在场馆参观过

程中的空间转换和时间分配状况进行了调查袁并基于

调查结果描述了家庭成员在场馆学习过程中的行为

交互方式[6]遥 二是对场馆学习中家庭行为的解释性研

究袁其目的是探究引起家庭群体产生场馆学习行为表

现的各种因素袁一些研究人员分别从技术尧艺术及文

化层面考察了影响家庭群体场馆学习行为的物理因

素和社会因素遥比如袁约翰窑福尔克渊John H. Falk冤探讨

了展览标签尧交互式展品及家庭会话对儿童学习行为

的影响[7]曰朱迪窑戴蒙德渊Judy Diamond冤则讨论了家长

在场馆参观中扮演的角色对儿童参观行为的影响[8]遥

三是基于对场馆学习中家庭行为的描述性和解释性

研究开展的一系列应用性研究袁其目的在于发展相应

的干预措施遥 如明达窑伯伦渊Minda Borun冤等人根据家

庭群体在科技馆中展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袁建立了以家

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为核心的系列行为指标袁并针对场

馆中的家庭学习行为优化提出了场馆展品和展览的

改进策略和评估方法[9-10]遥 从已有研究中不难发现袁行

为视角下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主要以描述家庭

行为特征和分析影响行为表现的因素为焦点袁其最终

目标是力图通过把握家庭群体在场馆中的行为规律袁

从场馆学习环境的设计入手袁促进家庭群体有效学习

行为的发生[11-12]遥

渊二冤认知视角院对参观动机尧认知发展尧思维转变

以及经验建构的深层探索

认知视角下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更加强调

亲子之间的言语交互行为对揭示场馆学习机制的重

要价值遥 基于该视角的研究袁引入了心理学尧教育学和

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袁围绕野动机冶野认知冶

野思维冶野经验冶等核心范畴袁对表征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的心理机制展开了一系列探索袁其最终目标是揭示家

庭群体场馆学习的心理机制袁并为创设野家庭友好型冶

的场馆学习环境提供理论依据[13]遥比如院在对参观动机

的研究中袁福尔克引入社会学领域中的野身份冶概念袁

将其作为解释参观者场馆学习动机与场馆学习表现

的概念工具或关系中介[14-15]遥 也有一些学者透过家庭

群体成员在场馆复杂境脉中的行为反应和言语交互袁

探索了身份尧动机和经验在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交

互作用[16]遥 野身份冶这一概念的引入为揭示隐藏于家庭

群体场馆交互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和文化机制

提供了新视角袁在解释参观者的学习动机尧认知发展

和经验建构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遥 有研究从家庭成

员的性别[17]尧职业及社会关系[18]等身份特征出发袁分析

了博物馆场景下家庭群体成员表现在行为尧认知及思

维方式上的普遍规律和个别差异遥

在认知视角下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中袁大多

数学者主要是以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作为研究

的基本框架袁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基于社会文化视角

对家庭群体中儿童的思维转变和经验建构的研究遥

比如院凯文窑克劳利渊Kevin Crowley冤 和莫林窑卡拉南

渊Maureen Callanan冤结合社会文化理论和信息加工理

论袁 讨论了在亲子场馆互动中的协作式科学学习思

维的发生与发展袁 并重点强调了父母的引导在展品

设计者力图传达的科学内容与儿童已有科学知识和

经验之间发挥的关键支撑作用[19]遥这实际上是对家庭

成员基于展品的协作交互尧 共同分享等社会行为之

于学习的中介价值在认识上的深化遥 此外袁还有一些

研究者针对场馆学习的独特性袁 提出了一些专门的

解释框架袁其中以福尔克等人提出的野场馆学习境脉

化模型冶最具代表性遥 这一模型为理解场馆学习的复

杂情境提供了专门且有效的理论工具[20]遥一些研究者

以该模型为基础袁分别对家庭成员的个人境脉尧场馆

物理境脉及社会文化境脉进行了考察袁 初步回答了

家庭成员之间如何通过语言尧 手势及其他相关交互

进行意义建构的问题[21-22]遥 这些研究标志着家庭群体

场馆学习研究的野境脉化转向冶袁这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袁 因社会文化视角的引入导致的场馆学习研

究发生的野文化转向冶潮流最显著的表现遥 让认知视

角下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袁 成功地把场馆学习

境脉的复杂性及其潜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合法的研

究对象袁 促进了对家庭群体场馆合作学习过程中的

经验建构的认识[23]遥

二尧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进程中的

主要问题和关键挑战

基于行为视角和认知视角的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进展袁 反映出相关领域在回答

野场馆境脉中家庭群体是如何学习的钥 冶这一问题的不

懈努力遥 然而袁目前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本质与机制

的认识依然比较初步袁许多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家庭

群体场馆学习中某些特殊现象的浅层描述上袁缺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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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理论解释和整体的机制探索遥

渊一冤理论原创不足使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描

述性考察存在局限

在既有的场馆学习研究中袁经常可以发现院在分

析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活动时采用的理论框架大多

是从传播学尧心理学尧教育学尧社会学或语言学等领域

借鉴而来的遥 确切地说袁许多研究都是以其他领域的

理论为基本框架袁对家庭群体在博物馆场景中的学习

进行描述和解释袁然后从中分析出影响家庭群体场馆

学习的要素遥 比如院采用传统课堂环境下的师生交互

理论对博物馆场景下亲子之间基于展品的交互机制

进行分析[24]遥 尽管借鉴其他领域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

为回答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多元

视野袁但也表明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研究存在着理

论上的野依附性冶遥这些借鉴而来的理论忽略了家庭群

体场馆学习自身的独特性袁因此袁在对家庭群体在博

物馆场景下学习之发生与发展机制的深层次解释上

显得野力不从心冶遥大部分研究只是将其他相关领域中

的某些概念和理论生硬地强加在收集到的家庭群体

场馆学习研究资料上袁并没有基于对家庭这一特殊群

体在博物馆尧科技馆等非正式环境中学习的独特性进

行细致考察袁并揭示其关键本质遥

不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袁 当研究人员试图采用其

他相关领域的理论来理解具体问题时袁 都会遇到由于

理论的适切性不足而导致的解释力不强的问题遥 在家

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中也存在这种问题遥 其主要根

源在于院 不同的理论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或自然情境

中产生的袁而在解释博物馆场景下家庭群体的学习时袁

这些理论本身的重要特征或许会失去其意义袁 从而在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理论对博物馆场景下家庭群体学

习之特定问题的解释力度遥比如院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中

的野刺激要反应冶来理解博物馆场景中儿童与展品之间

的交互机制以及展品设计的相关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25]遥 尽管该理论可以清楚地描述参观者在展陈环

境刺激下的行为反应袁并能够指导展陈环境的设计袁但

却忽略了对参观者主观能动地根据自身的爱好尧 兴趣

等因素自由灵活地选择展品并投入学习的考察遥此外袁

研究者对野家庭群体冶和野博物馆环境冶特殊性认识的缺

失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仅仅依靠借鉴其他领域的理

论无法从根本上对 野家庭群体是如何在博物馆场景中

学习的钥 冶这一问题进行有力的回应遥

渊二冤个体主义取向下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进行

解释性探索的尴尬

场馆学习中总是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院 个体参观者

的场馆体验与群体参观者的场馆体验在投入时长尧行

为交互形式及参观路线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26-27]遥 尽管相关研究大都以群体参观者为考察对象袁并

尝试从社会文化视角描述场馆学习过程中的群体交互

行为袁但在考察场馆学习发生尧发展与演化的心理机制

方面袁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从单一的个体水平进行解释遥

当从一般意义上的群体参观现象聚焦到家庭群体的场

馆学习研究时袁这类问题就更为突出遥在家庭群体的场

馆学习研究中袁 研究者们偏好按照家庭群体参观日程

的时序发展袁 探索个体如何在与展品的直接交互和与

其他家庭成员围绕展品的沟通交流中建构科学概念和

自我身份遥这种研究范式看似综合运用了野个体冶和野群

体冶 两个概念袁 对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活动展开了探

索遥事实上袁对于与场馆学习之发生与发展相伴随的群

体观念的变化尧 群体身份的差异及群体思维的发展等

群体学习表征的认识却并不充分遥

当前研究只把家庭群体视为场馆学习的一种附带

现象袁并依赖于从个体水平考察家庭群体学习机制遥原

因主要有两点院 一是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之基本

指向的误识袁 是将家庭群体中某一成员在场馆学习境

脉中个体行为和认知发展的变化等同于群体共同行为

和共识思维的转变遥 这使研究者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中参观者的个体表征尧群体表征袁以及个体和群体表征

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刻的认识遥 二是对家

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群体动力的漠视袁 即绝大多数研究

者并未意识到袁 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之群体特征

的把握袁是揭示亲子家庭场馆学习机制的基本前提遥很

少有研究能将野亲子家庭冶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群体特

征作为需要关注的首要因素袁 是对体现家庭群体特征

之文化属性的认识存在缺失遥 这不可能对家庭的群体

认知动力是如何对成员彼此的交互方式产生影响与制

约的问题做出深层的理论解释遥

渊三冤场馆学习境脉中行为尧认知与经验的复杂交

互机制研究不足

尽管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一直以行为方式尧

认知发展为焦点袁但并没有透过表面现象袁深层地理

解行为尧认知和经验表征之间的复杂交互机制遥 大多

数研究遵从的是以家庭群体在场馆中的行为方式为

线索袁以还原主义的逻辑对内隐且复杂的认知发展和

经验建构过程进行简单的理论解释遥 比如院从言语行

为中判断儿童知道些什么尧关心什么尧对什么感兴趣

等袁进而经验性地设计一些更适合家庭群体参观的路

线袁使场馆设计的理念与家庭参观群体的态度和目标

相匹配遥这只是对特定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现象的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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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袁忽略了从更为普遍且深层的意义上来解释参观

者行为尧认知及经验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和动态发展

机制遥对野参观者行为冶野认知活动发展冶的独立考察和

描述性解释袁并没有为认识普遍意义上的家庭群体场

馆学习的本质和机制提供一个十分明朗且有效的框

架袁也无法从根本上为促进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提供

可靠尧普遍的理论支撑遥

行为视角与认知视角在解释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机制上显得过于片面袁 相比文化视角就显出了整体

性和普遍性的优势遥 已经有学者将文化纳入了对家

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机制的探索袁 以便更深刻地描述

参观者在渗透了浓厚文化资源的场馆境脉中的行为

反应尧认知发展和经验建构遥以社会文化理论作为最

基本的解释框架袁 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各种表

征方式进行的考察袁 更加揭示了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本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遥 这反映了研究者对家庭群

体场馆学习之文化本质的认同袁 研究者对家庭群体

场馆学习中混沌而复杂的文化行为尧文化认知尧文化

适应等过程并未展开详尽探索遥 如何有力地揭示家

庭群体场馆学习中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

行为组织模式尧认知发展过程尧经验建构方式以及三

者之间在文化作用下的交互机制袁 无疑是当前和未

来场馆学习研究面临的又一关键挑战遥

三尧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的

未来之路与总体框架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袁克服因理论原创性不

足导致的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之描述性考察存在的

局限袁化解从个体主义取向出发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

的解释性探索面临的尴尬袁揭示场馆学习境脉中家庭

参观者在行为尧认知与经验上的复杂交互机制袁深化

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认识遥

渊一冤推进与亲子家庭组织形式和场馆复杂境脉

相适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场馆学习研究在起步阶段引入其他领域的相关

概念与理论袁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遥 但它会让

该研究领域只能以零散的描述性研究回应一些枝节

问题袁而非根植于场馆学习发生的真实情境袁建立与

研究对象尧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相适切的理论框架与

话语体系袁 从而难以摆脱对其他学科领域的依附性遥

未来需要推进与亲子家庭组织形式和博物馆复杂境

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研究袁建立一整套专门针对场馆

学习这一独特范畴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袁最终使场

馆学习研究在理论上摆脱对其他学科领域的依附袁获

得独立性和内在的发展动力遥 当然袁这并不意味着完

全排斥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资源遥 事实已经表明袁不

断有一些研究通过引入相对更为适切的理论框架袁为

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带来了新思路遥例如院丽莎窑

布拉姆斯渊Lisa Jill Brahms冤以学习科学领域中的实践

共同体理论为解释框架袁讨论了非正式学习情境中的

学习实践袁并对家庭群体在场馆境脉中的实践活动进

行了区分袁为认识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过程提供了有

价值的观点[28]遥 再例如袁克斯汀窑埃伦博根渊Kirsten M.

Ellenbogen冤从人类学视角出发袁对家庭参观者进行了

长期跟踪调查袁在分析这些家庭群体的场馆交互行为

的基础上袁以家庭文化为线索阐述了参观者在场馆学

习中的身份认知活动[29]遥

未来应该突破单纯地照搬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

和理论对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实践进行浅层描述的

局限袁 基于对亲子家庭的群体组织特征和博物馆复

杂境脉的把握袁建立自己的一系列关键概念尧假设与

范畴袁构建与该领域研究情境相适应的解释理论袁发

展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遥首先需要从社会心理学尧文

化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袁 深入

剖析亲子家庭这一特殊组织的特点袁 尤其是深化对

该群体自身附带的家庭文化烙印的认识遥其次袁需要

借助社会学尧 传播学以及博物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

力量袁 更加深刻地理解博物馆场景之于家庭学习或

家庭教育的价值袁 尤其是对以展品为核心的人工制

品之中介价值和对博物馆文化的认识遥只有这样袁才

能使来自多学科领域的概念和理论与家庭群体场馆

学习研究深度融合袁 构建更为适切的解释框架袁发

现尧 拓展或重新界定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之文化本质

和演化机制袁并提出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研究议题遥

渊二冤克服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中的个人主义

与群体主义之间的张力

野任何心理现象的发生与发展都会受到文化因素

的制约袁它根植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袁如果脱离

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去认识人类的心理机制或心理

现象袁其结果就会歪曲心理活动的现实袁阻碍人们对

心理和行为本质的正确认识遥 冶[30]文化对于理解人类

任何一种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和心理本质都不可或缺袁

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自然也不能例外遥如果把家庭群

体的场馆学习视为一种文化实践袁其中的文化资源就

是推动场馆学习发生尧发展与演化的内部动力遥 如果

能够理清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文化运演机制袁就能

找到回答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的

基本路径遥为此袁必须以文化为线索袁考察家庭群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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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境脉中的行为组织尧认知发展和经验建构之潜能

是如何受到其他家庭成员和场馆展陈环境影响的遥这

实际上是对家庭参观者如何超越自己有限知识的羁

绊袁在与其他家庭成员基于展品交互过程中实现认知

发展与经验建构等问题做出回答遥

根据家庭群体在场馆境脉中的交互类型[31]袁可以

认为袁在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中主要渗透着两种典型

文化院 一种是家庭参观群体与生俱来的家庭文化袁它

对个体的认知发展尧行为塑造尧情绪表达等方面均有

直接影响曰另一种是博物馆尧科技馆作为非正式学习

的重要场所体现出来的场馆文化袁它包括场馆提供的

以展品陈设为核心的物理境脉和以场馆工作人员为

主体的社会境脉对参观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机制的

共同影响遥要想更为全面地理解家庭群体场馆学习发

生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袁就必须从这两种文化对家庭群

体场馆学习活动的共同作用入手袁寻找克服个体主义

和群体主义之间张力的可能方向遥为了更深刻地理解

这两种文化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活动的共同作用袁可

以考虑从基于文化的互动主义视角袁建立全面且深入

考察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文化交互机制的新方法

论袁即需要确立以解释为核心袁明确界定博物馆场景

下家庭成员对这两种文化的特殊感知尧认知以及经验

表征的解释水平遥这就好像实验社会心理学领域针对

人类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袁分别以个体水平尧人际水

平尧社会位置水平及意识形态水平为核心袁构建用于

解释人类社会心理过程的层级框架一样[32]遥

渊三冤建立以家庭行为尧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为核

心的整体性研究框架

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考察参观者在博物馆场景

中的行为交互尧认知发展以及经验建构袁并不是探索

场馆学习本质的新路径遥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袁

就有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行为尧身份及经验等方面对

场馆学习的社会文化本质展开了探索袁 并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逐步成为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33]遥 要解

决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袁不仅

需要基于社会文化的理论取向袁发展对场馆学习的情

境化和社会交互本质的多元理解袁更需要研究者对家

庭群体是如何通过协作的社会交互尧 身份的情境认

知尧知识的社会分享最终实现意义的社会建构这一过

程中的文化影响机制进行探索遥 这就要求对家庭群体

场馆学习的研究不仅要以文化为野线索冶袁分别对家庭

群体在博物馆场景中的交互行为尧认知策略及经验建

构进行描述与解释袁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以家庭文化和

场馆文化为野纽带冶袁进一步探索它们是以何种方式交

织在一起袁共同构成家庭群体场馆学习发生尧发展与

演化之动力机制的袁即将家庭群体在场馆学习过程中

的交互行为尧认知发展和经验建构的解释放在一个整

体框架中袁利用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建构一个融合描

述尧分析与解释的一般性框架遥

实际上袁 可以将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实践理解

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心理的适应过程遥 在

文化心理学中袁野文化化冶 是一个解释行为和心理之

文化适应过程的关键概念遥 野言语行为是在文化化过

程中构成个人心理素养的要素冶[34]遥 基于该观点袁可

以认为院家庭群体在博物馆场景下的行为组织尧认知

发展尧经验建构中的文化渗透过程袁也能够在亲子言

语交互行为中得到极好的展现和说明遥 对家庭群体

在场馆中的言语会话进行深入分析袁 是探究交互行

为尧 认知发展和经验建构之间复杂交互机制的基本

途径袁 也是诠释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文化机制之复

杂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方法遥 未来的研究应根植于家

庭群体场馆学习复杂的文化境脉袁 以亲子家庭在场

馆中的会话作为突破口袁 使用包括会话分析在内的

研究方法袁 对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机制进行深入探

索遥 应该跨越表征博物馆学习的外显交互行为与内

隐认知操作之间的壁垒袁以行为尧身份及经验作为核

心要素袁构建以家庭行为尧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之间

的复杂交互关系为基本逻辑结构的整体性解释框

架袁 并结合对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具体案例的会话

分析袁进一步阐明家庭行为尧身份认知及经验建构之

间的交互关系遥

四尧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行为视角和认知视角推动了家

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不断向前发展袁尤其是野文化转

向冶以后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认识场馆学习之社会文化

本质提供了重要线索遥在目前社会文化视角已成为主

流研究范式的情况下袁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渗透的文

化力量成为我们理解家庭群体场馆学习发生尧发展与

演化机制的一把钥匙遥未来的研究必须根植于家庭文

化和场馆境脉的双重复杂特征袁发展与家庭群体场馆

学习之复杂性本质相适应的基础理论曰从文化的互动

主义视角出发袁建立考察家庭群体场馆学习中的文化

交互机制的新方法论袁克服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研究中

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之间的张力曰以家庭文化和场馆

文化为纽带袁建构一套综合描述尧分析与解释博物馆

场景下家庭群体行为组织尧认知发展和经验建构之间

交互作用和动态发展的逻辑框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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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mily Learning in Museum: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WANG Ting1袁 ZHENG Xudong2 袁 LI Xiuju3

渊1.Collaborative & Innovative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3.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family learning in museum, namely behavioral approach and cognitive approach.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group and influential elements through demographic and behavioral

investigation; the later stresses motivat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conceptual change and experienc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group in museum. But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has limited the descriptive

inspection of family learning in museum, and it is awkward to conduct interpretative exploration because of

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behavior,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of family learning in museum is not enough.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need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parent-child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complex museum context, to overcome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nd develop a holis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family behavior, identity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construction.

[Keywords] Family Group; Museum Learning; Behavior Organizat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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