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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素养教育的“全人发展”教育目标描述模型设计
要要要基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哲学内核的演绎

李 艺袁 冯友梅

渊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江苏 南京 210097冤

[摘 要] 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工作为代表袁既有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因对野人性冶肆意切割而一直令人不安遥文章在

持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发展冶态度的基础上袁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渊哲学冤的基本内核出发袁在理解其知识观的基础上袁

推演得到一个野学科知识尧问题解决尧学科思维冶教育目标描述模型袁并简要讨论了它的内涵和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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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野核心素养冶话题袁我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素养教

育讨论的高潮遥 教育部颁发的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曳文件袁[1]在对核心素养提出明确要求的同时袁还特

别强调其终极目的是指向野全面发展的人冶遥可见袁野核

心素养冶既是素养教育愿景的新呼吁袁也是人的全面

发展理想的再一次重申遥 放眼全球袁无论是学界泰斗

之烁烁思想袁还是各种社会机构之恳切愿望袁无不倾

向于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素养教育 渊或其他相近说法冤

放在一起袁[2]这种情况或可说明袁普遍默认的素养教育

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着内在关联遥

问题是袁在理想通达现实的路径上袁有一个无法

绕过的门槛袁即教育目标描述问题遥流传甚广袁影响甚

深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体系及教育目标分类学的

所有成就袁皆被认为是在认知心理学推动下发展的结

果袁全部以对象分析为手法袁采用分割领域的方法来

表达袁如自布鲁姆起的野认知领域尧动作技能领域尧情

感领域冶袁又弱于渊实际上是忽视冤其间内在关联的刻

画袁因此难免陷入人性切割的困境袁既失去了作为教

育目标描述理论面对野人性冶之完整性的态度袁也失去

了在操作环节上直接指向野全面发展的人冶的基础袁即

失去了在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发展态度上解决

问题的机会遥 [3]包括我国新课改三维目标之野知识与技

能尧过程与方法尧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冶袁不仅继续以野切

割冶为基调袁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受到指责遥 [4]

考虑到布鲁姆以后的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的继承

和发展者袁一直在坚持心理学渊认知心理学冤把握野认

识冶问题或野知识冶问题的执着中左冲右突数十年袁基

本上已经穷尽了从心理学开始认识问题的所有可能

仍然远远没有走出困境遥 本文拟独辟蹊径袁不再局限

于认知心理学或心理学袁而是尝试从哲学层面寻找解

决问题的依据袁具体地袁是从哲学认识论去寻找对野认

识冶或野知识冶问题的把握依据袁去指导关于教育目标

的理解和描述遥 本文首先梳理野普遍必然性冶意义上

野知识何以可能冶这一话题的认识论发展的脉络袁而后

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哲学的内核袁推演得到了一个建

立在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发展冶态度基础上的新的

教育目标描述模型遥

一尧人的发展之野全面冶与野全人冶歧义钥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袁是广为重视的问题袁从哲学

家到教育家袁从理论研究者到实践者袁从中国到全球袁

是普遍的共识袁没有异议遥我们又知道袁人的全面发展

问题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袁它是一个贴近实践的

问题袁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个实践问题遥言下之意是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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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素养教育还是人的全面发展袁无论前沿的尧前瞻的尧

可以有无限遐想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如何袁皆必须借助

可以通达教学实践的道路才能付诸现实遥而教育目标

描述的思路和方法袁就是其中的关键遥

在触摸这个野关键冶之前袁我们或必须坚持野作为

一个整体的人在发展冶这样的态度遥这样做的理由是袁

人不仅要发展为一个全面的人袁而且要作为一个整体

的人去发展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层不同含义遥 考察全

球数十年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的成就袁教育目标描述模

型有数十个之多袁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模型最早且

最典型袁吸引一大群认知心理学家们前赴后继袁前有

加涅袁后有梅耶袁乃至于世纪之交袁还在安德森身边聚

集起一大批心理学家对其进行再次修订袁[5] 可见其依

然火热遥但对其批评同样不绝于耳袁如院野相对于双基袁

三维目标的理论比较全面和深入袁但三维目标依然有

不足之处院其一是缺乏对教育内在性尧人本性尧整体性

和终极性的关注曰其二是缺乏对人的发展内涵特别是

关键的素质要求进行清晰的描述和科学的界定遥 冶[4]

为何会出现缺乏野对教育内在性尧人本性尧整体性和终

极性的关注冶钥根本原因在哪里钥众所周知袁野教育目标

分类学冶的所有成就袁均声称是以认知心理学渊信息加

工理论袁下同冤为学理依据的结果袁其领域的切分传

统袁恰是使用认知心理学工具野操作冶的结果遥 从心理

科学的角度袁持对象分析的方法袁在逻辑上分解为不

同方面开始分别认识的处理方式本无可厚非袁然而执

着其中的人可能忘记了一个基本规则袁凡分解袁是为

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其整体上的内在机制袁即从野分解冶

再次走向野整体冶袁才是野对象分析冶手法的全部遥 始自

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袁均在分解之后并无对其间

内在关联的深入思考袁不仅在理论上残缺不全袁更在

指导教学实践上导致野切分冶手法的泛滥袁恰恰是导致

切割人性的根本原因遥

这种猜度朴素而直接袁 且也并非仅因作者 野大

胆冶袁更重要的原因是袁回望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几十年

的努力尝试袁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遥 这是一个

野顽疾冶袁或许只有下野重药冶才能医治遥 在产生这种想

法的最初的惴惴不安之后袁作者必须进行野作为一个

整体的人在发展冶的相关理论准备袁以坚定后续思路

展开的信心遥马克思在论及工人教育及社会发展时曾

睿智地指出袁野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

个完整的人,最终占有自己的本质遥 冶[6]这句话也经常

被我国学者作为马克思野人的全面发展观冶的名句来

引用遥 笔者在对这位哲学巨人钦佩的同时袁更注意揣

摩其内在含义遥 这句话里袁有野全面冶和野全人冶两个概

念袁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吗钥 除了全面占有自己的本

质这种目的性诉求外袁是否有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冶去

实现目的的过程性诉求钥 或者说袁我们对马克思的哲

学思想是否有更多信心钥以期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精神

支持钥 考察人类认识成就袁除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说外袁具身哲学亦可以为其提供宽厚而准确的野全

人冶主体意义保障袁用于抵御心理科学对人性的野蛮

切割遥 [7]从一脉相承的意义上说袁具身哲学可以被认为

始自尼采袁 在笛卡尔身心二元立场的反思中开始萌

芽袁经叔本华尧福柯逐渐丰富袁最后成熟是在现象学体

系中梅洛窑庞蒂的野知觉现象学冶遥 知觉现象学的基本

立场是袁 心智是主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的袁心

智和身体两者并不相孤立袁人是用身体而不仅仅是心

灵去认识世界的遥如有学者描述袁野把经验和理性截然

分开是错误的袁 一切理性思维都是以身体经验为基

础冶遥 [8]布鲁姆传统中袁将野认知冶从野动作冶或野身体冶中

切割出来袁或者如加涅将野智慧技能冶与野身体技能冶切

割开来袁显然容易陷入笛卡尔刚刚发现野心灵冶在认识

世界的意义时的初级朴素状态袁陷入对野心灵冶与野身

体冶的隔离袁这有悖哲学认识成就的做法袁实际上是导

致对完整人性破坏的根源遥

若是上述分析能够成立袁我们也就看到袁人的全

面发展说应该包含野全面冶和野全人冶双重内涵袁野全面冶

是结果性诉求袁野全人冶是过程性诉求袁过程与结果协

调一致袁才有可能通达理想目标遥客观地说袁野全面冶是

大家经常论及的袁而野全人冶在既往思考中多是隐秘不

现的袁 或许是托布鲁姆 渊类冤 教育目标描述体系之

野福冶,托基于心理科学的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之野福冶袁

野全人冶被破坏了袁问题显现出来,本来不是问题的成

了问题遥

二尧从认识论视角分析野教育目标

分类学冶的局限性

笔者的真实思考过程是这样的遥假设既有教育目

标分类学是因心理学工具的使用出了问题袁 破坏了

野全人冶预设袁那么应该如何超越钥 有没有可能给出一

个直接针对野全人冶的野教育学冶的目标描述钥 纵横中

外袁梳理百家后认识到院教育学作为典型的应用科学袁

以心理学尧伦理学尧社会学尧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作为其

理论基础袁似乎没有可能直接糅合这野诸子百家冶袁得

到一个野有依据冶的教育目标描述思路遥这条道路走不

通钥 那就只有换一条道路袁到哲学渊认识论冤领域寻找

答案袁看看认识论是如何从野整体的人冶的角度把握人

的认识过程的袁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知识观袁且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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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知识与能力渊素养冤间关系的袁或许可以找到不用

野切分冶即可连通野素养冶发展的道路遥

渊一冤普遍必然性意义上野知识何以可能冶之追问

及回答

聚焦野普遍必然性知识何以可能冶的相关认识论

成就袁正是我们要的那个野认识论冶线索遥历史地看袁围

绕这一哲学渊认识论冤问题袁在康德之先袁有唯理论渊理

性主义冤和经验论渊经验主义冤袁此后又有康德先验论

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遥

渊二冤聚焦野普遍必然性知识何以可能冶的认识论

流派简介

唯理论以毕达哥拉斯的理性主义倾向为代表袁其

基本哲学态度是院一切可靠的尧普遍的尧必然的知识只

能来自理性遥 有著名的大理石隐喻院心乃有纹路的大

理石袁正是因为这些纹路袁它只能被雕刻成某种而非

任何可能的塑像遥 应该说袁唯理论虽直接回应了知识

普遍必然性问题袁即人人都有这种纹路袁则知识的普

遍必然性就成为可能袁但这种理论对人的野理性冶的追

捧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袁并没有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

性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遥经验论则以赫拉克利特的经验

主义倾向为代表袁其基本哲学态度是院经验是知识唯

一可靠尧真实的来源袁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袁

但不能说明知识如何走向普遍必然遥 历史上袁唯理论

和经验论各执一词袁针锋相对袁但均不能很好地应对

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遥

康德先验论渊又称先验建构论冤在对形而上学哲

学的批判与继承中袁 终结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纷争遥

康德是笛卡尔开启的认识主体的价值意义的继承者袁

也是关于认识主体如何可能认识世界的近代哲学理

论的开拓者遥 他果断竖起了野人为自然界立法冶的大

旗袁[9]使用野先验范畴冶来描述人之理性袁又借助经验等

概念袁对人的认识过程进行了创造性描画袁提出了先

验建构论遥 其基本观点是院人的先验范畴在知性中预

先准备着袁有其最初萌芽和禀赋袁并借着经验的机会

表现出来曰知识的内容来源于经验袁知性先验范畴为

经验内容提供先天统觉形式袁经验内容借此演化为知

识的内容遥可以看出袁这种认识论思想袁也同时提供了

一种新的知识观遥在康德这里袁范畴是最一般的概念袁

这些概念反映渊概括冤客观现实现象的基本性质和规

律性遥 范畴说是康德先验建构论思想的重要内核遥

皮亚杰在对以上流派的思想进行梳理后发现袁康

德的积极之处在于提出了野先验范畴冶的思想袁极富智

慧遥 而从根本上说袁无论唯理论尧经验论还是先验论袁

将知识视为普遍必然的想法是错误的遥现代科学的发

展袁已经证明了科学知识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发展变化

的袁如非欧几何就是对欧式几何的否定袁相对论就是

对牛顿力学的否定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康德的一成不变

且不知从何而来的先验范畴袁就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预

设遥于是皮亚杰借生物学中从胚胎学研究人类发展史

的做法袁从对儿童进行观察和基于观察进行反思和抽

象去野追溯冶这段野历史冶遥皮亚杰写道袁野我们的研究需

要从活动开始冶遥 [10]这里的野活动冶是指主体的活动袁即

为了认识客体袁主体对客体所做的动作袁在动作的过

程中袁在同化尧顺应的过程中袁康德所钟情的范畴得以

逐步形成袁知识得以建构遥 皮亚杰最终得到了他想要

的东西袁构筑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袁他使用两个范

畴来描述人的认识过程要要要物理范畴和逻辑数学范

畴遥 其中逻辑数学范畴被用来刻画活动本身的协调袁

它是主体在动作或运演渊动作的心理内化冤的内部协

调中经反省抽象产生的袁是主体自身的产物袁被称之

为野内源知识冶遥而物理范畴被用来刻画主体对物体直

接进行的活动袁它联结主体与客体袁将主体与客体相

互作用渊经验冤中获得的杂多进行先验渊发生学意义上

的冤规定袁且物理范畴是主体把逻辑数学范畴野应用

于冶或野归因于冶客体的结果袁又被称为野外源知识冶遥这

就是皮亚杰的认识论渊形而上学冤成就之发生认识论袁

也给出了一种新的知识观袁 发生学意义上的知识观遥

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院人类的认识起源于物理范畴

与逻辑数学范畴的相互作用的运动袁物理范畴从属于

逻辑数学范畴袁逻辑数学范畴的建构又以物理范畴为

基础袁二者螺旋交错袁相伴而生袁在这个过程中袁知识

得以发生遥 [11]可以看出院其一袁物理范畴和逻辑数学范

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袁 因为物理范畴的样态是由逻辑

数学范畴统合而来袁 而逻辑数学范畴又只能接受由物

理范畴提供的材料曰其二袁我们既可以从物理范畴和逻

辑数学范畴共同运行中看到野知识冶的发生袁又可以看

到逻辑动态的运行也即通常我们所说的野思维冶的过

程和思维的样式遥即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的内在

一致性袁实际上可以转化解释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

性遥比如袁当我们说到动能尧能量守恒概念渊知识冤的时

候袁思维渊样式冤也已经早在其中了曰我们进行质能联

系定律的推演渊逻辑尧思维冤的时候袁知识也发生在其

中遥 回想加涅在超越布鲁姆的尝试中袁其教育目标描

述体系中尝试揉入野能力冶袁曾使用野智慧技能冶概念袁

但没法很好地建立野智慧技能冶与野言语知识冶之间的

关联袁无法从知识直接通达能力袁现在我们居然在知

识和思维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袁 直接由知识通达思

维袁通达野智慧技能冶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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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布鲁姆渊类冤教育目标分类思想的认识论局限

以严谨计袁我们必须思考院从认识论获得新的知

识观并尝试将其用于改造我们对教育目标的认识袁是

否是一个野歧义冶钥 意思是袁建立在科学理论与其上游

哲学理论之内在一致性连续性作为必然规律的思考

基础上袁我们应当提问院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的哲学认

识论依据是什么钥 换句话说袁我们首先要问既有教育

目标分类学有无类似认识论传承钥 有无知识观的传

承钥 若是有传承袁传承的是什么钥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袁

我们很大可能会舍近求远尧劳而无功遥 笔者为此进行

了认真的文献梳理和考察袁结果是袁自冯特始袁心理学

从来没有认真关心自己的认识论源头问题遥这种状况

的出现袁从冯特开始的心理学虽然难逃其责袁但主要

原因却是大家对历史上认识论的混乱状况失望所致遥

即冯特前后所面对的哲学认识论渊主要指康德和康德

以前袁唯理论和经验论冤一直在天下大乱袁即使是康

德袁其野先验范畴冶缺乏依据的特征袁也使心理学家们

放心不下袁于是便加以排斥遥我们看到袁心理学既排斥

认识论所提供的知识观袁又或多或少地受其混乱状况

的影响遥 比方说袁教育目标分类学的成就主要基于认

知心理学袁而认知心理学与格式塔心理学有着明显的

血缘关系遥 因为格式塔心理学的认识论脉络袁带有康

德先验建构论及康德以前所有认识论流派的复杂集

合的影子遥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袁始自布鲁姆的教育目

标分类学的认识论依据是混乱的袁且与皮亚杰发生认

识完全无关遥虽然有人认为教育目标分类学与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有关系袁[12]但即使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有

关系袁 也不等于与作为一般哲学的发生认识论有关

系遥 因为作为一般哲学认识论的发生认识论袁虽与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有密切关联袁但却是两个不同领域的

话题袁前者是哲学袁后者属心理学袁一个是形而上袁一

个是形而下袁内涵不同袁展开方式亦不同遥

三尧基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哲学思想的

教育目标描述模型设计与解释

既然发生认识论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袁我们便尝

试重拾皮亚杰袁并借他的帮助重新思考关于教育目标

的描述问题遥

渊一冤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哲学为依据的教育概

念提取

我们考察皮亚杰借两个范畴说所刻画的认识过

程袁可以提取出几个要素袁即知识尧思维渊此处指向样

式袁即逻辑的动态运行得以显现的结构冤和过程渊逻辑

的动态运行过程冤袁这样做显然是可以接受的袁因为在

皮亚杰自己的文字中袁 也经常这样替代使用概念曰再

将其序化为知识尧过程尧思维袁形成一个分层结构的模

型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全人发展教育目标分层模型原型

理解中请注意袁 这三个概念是由发生认识论而

来袁依据当然是皮亚杰的两个范畴说遥因此袁其最原初

的含义为院知识指向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共同运

行所发生的那些知识曰过程即是发生在学习者内部的

那个逻辑运行过程袁也即所谓野运演冶的过程袁也即思

维的过程遥

渊二冤教育渊学冤意义上的讨论及模型定型

皮亚杰借两个范畴所刻画的知识袁直接指向具体

的野知识冶袁或说是野领域相关冶知识袁所以此处野知识冶袁

在课程建设的意义上袁可以直接指向野学科知识冶遥

野过程冶是个什么样的过程钥如上所说袁野是发生在

学习者内部的那个逻辑运行过程袁也即所谓耶运演爷的

过程冶遥谁在运演钥学习者在运演袁学习主体在运演遥在

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讨论中袁野过程冶 的说法有两种袁一

种是学习过程袁另一种即常说的问题解决过程遥 此处

若作野学习活动冶解袁无法与发生在学习者内部渊浴 冤的

那个逻辑动态运行的过程流畅地对应遥 且若使用野学

习活动冶袁言下之意袁产生了一种第三人称态度或上帝

视角的态度袁后面会说明袁这是不恰当的遥我们倾向于

作野问题解决冶活动解袁这样可以直接以第一人称流畅

地诠释发生在学习者内部的思维过程和新知的形成遥

即使站在教师的立场袁也很容易以野代入冶的方式参与

到学生的问题解决的过程之中遥 当然袁问题解决过程

实际上也是一类学习过程袁但使用野问题解决冶描述该

过程更加贴近两个范畴说所揭示的人的发展的本质遥

需再次强调袁此处问题解决过程的问题和问题解决的

概念把握袁又不同于通常课程研究和实践中所说的那

个多指向实际的问题和问题解决袁而是以野逻辑的动

态运行冶是否发生及发生何事为依据袁所含更加广泛遥

野思维冶即那个逻辑的动态运行的过程袁它必然具

有与知识结构相关的逻辑结构袁因此袁知识与思维有

内在一致性遥此处指出袁因为它和知识的密切关联袁且

参考关于野逻辑的领域特殊性冶问题的认识成就袁[13]在

课程建设的意义上袁它应该指向野学科思维冶遥

思 维

过 程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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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学科知识尧问题解决尧学科思维替换上面的

三个概念袁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教育目标分层结构描

述模型袁如图 2所示遥 注意这个模型是直接从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渊哲学冤而来袁从对知识本质的把握而来袁

从对学习过程渊问题解决过程冤的把握而来遥 实际上袁

我们此前已经提出了这个模型袁 本文所做的工作袁是

为该模型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袁并在此基础上袁进一

步认识它遥 [14]

图 2 面向学科的全人教育渊教学冤目标描述模型

从皮亚杰两个范畴说来看袁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袁

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密不可分地共同运行袁一并

发挥作用袁在此基础上提取出的知识与思维具有严格

的内在一致性遥 可能发生的疑问是袁在知识和思维间

增加过程层袁 是否会破坏知识与思维间的内在一致

性钥 实际上袁将知识和思维分为两层并在其间增加问

题解决层袁并不是割断而是融合遥它蕴含的思想是袁知

识与思维恰是借助那个野逻辑的动态运行过程冶有机

联系在一起的袁野过程冶恰是用于说明是通过何种机制

实现这种内在一致性的遥 与前述教育目标分类学的

野科学分析冶立场不同袁我们这里不仅有分解袁而且有

整体袁或者说袁是在坚持整体性立场上的分解分析遥笔

者对这个模型是满意的袁对从认识论开始的解释方式

也是满意的院这个模型建立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

础上袁建立在新的知识观的基础上袁可以实现知识与

思维的内在联结袁也就能实现知识与加涅所钟情的智

慧技能的内在联结袁且也不会如加涅再将野身体技能冶

等切割在外袁从而符合我们前面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

在发展冶的设定遥

渊三冤分层结构模型的教育内涵再分析

由皮亚杰两个范畴说的基本内核袁我们得到了一

个与布鲁姆原初方案同样野简洁冶的教育目标描述模

型要要要只含三个元素袁而不是如布鲁姆后继者的种种

复杂野改良冶遥显然袁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袁简洁是有必

要的袁否则的话袁极容易使一线教师陷入困扰遥而简洁

之后袁是否具有足够丰富的内涵钥 是否足够描述那个

丰富地发展着的丰富的人钥 继续分析将会看到袁这个

模型野简洁冶而不野简单冶袁它的内涵非常丰富袁且这种

丰富性是野与生俱来冶的遥

1. 野全人冶主体与主体性

皮亚杰用两个范畴说描述了发生在那个作为认

识主体的人的内部的事情遥因此袁此处的野知识冶袁应该

在认识主体的意义上去理解袁即说的是那个即将与学

习者相遇并最终发生在学习者内部的知识遥 如此袁将

知识与人密切相连袁更清晰地刻画了知识的本质遥 站

在野全人冶的立场上袁这里的知识不是如布鲁姆传统中

被心理学工具切割过的那个野认知领域冶袁而是包含人

的认识的全部含义在内的那个野知识冶遥若一定要与布

鲁姆体系相比较袁它包含认知尧动作技能尧情感全部三

个方面遥

本模型建立在对主体性强调的基础上袁问题解决

过程必然是主体性活动过程遥 向上追问袁借助物理范

畴与逻辑数学范畴所描述的逻辑运行运动袁是主体性

活动袁同样袁以学科知识与学科思维通过问题解决发

生关联的活动袁也是主体性活动遥 再次重申袁本模型对

学习者作为认识主体的描述态度与布鲁姆等的 野教育

目标分类学冶成就有明显的不同遥无论是布鲁姆还是后

来对布鲁姆进行改造的安德森袁无论是加涅尧梅耶还

是马扎诺袁 无论他们的人本主义口号喊得有多么响

亮袁都是以野上帝之眼渊第三人称冤冶在描述学习者袁在

居高临下的语气中一一列举那个正在学习的 野他冶的

诸多方面应该如何如何袁 态度中包含的真相昭然若

揭遥 本模型继承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人文精神袁对

学习者的关怀方式可以直接由野代入冶主体的方式实

现袁这种区别十分明显遥比如前面讨论野过程冶时袁没有

选择客观刻画渊第三人称冤的野学习过程冶袁而是选择了

代入主体的野问题解决冶过程袁其深层意义便是如此遥

2. 思维的内涵丰富性说明模型的内涵丰富性

可以说袁本模型的内涵丰富性也是由思维内涵的

丰富性来说明的遥 关于思维的丰富性问题袁有许多研

究积累可供参考遥思维的丰富性表现在结构的丰富性

和内涵的丰富性两个方面遥 思维结构的丰富性袁可以

借助 J.B.比格斯的 SOLO模型来说明袁即在针对具体

知识点的那个问题解决过程中袁 学习主体通过联想尧

类比尧回溯尧归纳尧抽象和反思等思维活动袁从单点结

构走向多点结构袁继而走向关联结构甚至拓展抽象结

构遥而思维内涵的丰富性则建立在结构丰富性的基础

上遥 我们将思维结构和思维过程并称为思维形式袁学

习者关于思维形式以及关于思维形式间关系的理解袁

乃至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些思维形式的认识袁可以上升

到含义更加丰富的野思维方法冶的层面上来遥 就是说袁

给定学科对应着给定的思维形式集袁学习者在较长时

间的各种思维形式的体验中袁掌握特定的问题解决或

学科思维

问题解决

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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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法系统袁并基于此形成方法论袁方法论以后便

是价值观尧世界观尧情感态度遥 笔者曾指出袁学科思维

野指在系统的学科学习中通过体验尧 认识及内化等过

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尧解决问题的思维

方法和价值观袁实质上是初步得到学科特定的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遥 冶[14]

结论是袁思维有着无穷的丰富性袁由于知识和思

维之内在的本质一致性袁思维的丰富性也即分层结构

模型的丰富性袁由方法论到价值观尧世界观袁情感态度

等自然包含其中遥以下认识有很好的代表性袁野思维方

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袁语言乃其浅表袁这是通常所说

的意识层面曰处于语言层下的还有情感尧意志等暗流曰

暗流之下袁则是以潜意识状态存在的观物态度袁它是

人类心智的深层结构遥 冶[15]

3. 分层结构模型内涵丰富性溯因

我们所说的内涵丰富性袁究竟是源于本分层结构

本身的内涵丰富性袁还是其作为野容器冶的包容力的丰

富性钥 讨论至此我们会发现袁本分层结构作为容器的

包容力袁是由其本身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决定的袁两者

之间不可分割遥

皮亚杰之后所开展的儿童认知发展水平与情境

的关系研究说明袁在儿童所熟悉的情境中袁对其认知

发展水平渊皮亚杰称阶段冤的测量袁可以显现出不同的

结果遥 [16]就是说袁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袁并不排斥且当然

可以包纳野情境冶的认识意义袁情境即真实的情境袁是

丰富性的源头遥 多位学者认为袁皮亚杰的整个发生认

识论研究袁本身就是建立在对真实儿童及其真实生活

观察基础之上的袁因此袁其无论在心理学还是在哲学

层面的内涵的丰富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遥 实际上袁皮

亚杰也在康德范畴说的基础上袁为自己的认识论引入

了情感范畴尧道德范畴乃至社会范畴袁这些均可为本

模型带来更加丰富的人性或文化内涵解释遥

在本文立场上袁关于丰富性的理解袁应该建立在

知识尧过程尧思维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遥以大家所熟悉的

情感领域或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提法为例袁应该与学科

知识和学科思维密切相关遥它们应该建立在对学科本

质把握的基础上袁不应该是与学科本质无关的空中楼

阁袁更不应该是包治百病的泛泛而谈遥 反观新课改三

维目标中被孤悬于野知识与技能冶之外的野情感态度价

值观冶袁或布鲁姆体系中孤悬于认知领域之外的野动作

技能冶或野情感冶袁尽管他们声称所有三个维度是相关

的袁但实际上因缺少相关性的解读袁致使它们空悬在

外而成为空中楼阁或泛泛而谈遥 本文所给模型袁不存

在任何野孤悬冶问题袁因此袁本模型显然更容易引导教

育实践者们逼近众望所归的那个教育真相遥

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础上袁关于野问题解决冶

的实践指导意义袁也可以更加深入地刻画院问题解决

既包含抽象问题的解决袁 也包括具体问题的解决袁均

以野逻辑运行冶是否出现为标志曰在学习者学习发生的

过程中袁它们各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袁抽象问题的

解决有利于巩固学习者对知识本质的把握袁而具体问

题的解决则同时具有进一步加强本质把握深度并强

调对知识价值意义的理解袁两者相互结合袁才能使学

习者获得全面的尧完整的尧长效的发展遥 很明显袁本模

型为我们走出在教育目标设计尧课程设计和教学指导

方面长期纠结于抽象问题解决还是具体问题解决之

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释方式袁 也为纠结于刷题尧考

试和通过适当练习实现内在渊思维冤品质提升需求之

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释方式袁最终是为深陷科学主

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信念野困境冶提供了一种解释方

式遥总而言之袁既科学又真实的内涵丰富的教育袁应该

发生在各类矛盾的张力线之间袁任何极端观点都会失

之偏颇遥

四尧本教育目标描述模型与

当前野核心素养冶关系的讨论

至此袁 教育目标描述模型的设计及讨论业已初步

完成袁而由于本研究是因素养教育话题引起的袁也需

再次将目光聚焦到野核心素养冶或野素养教育冶问题上

来袁回到当前正在影响我国基础教育的野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冶和野学科核心素养冶概念上来遥这也是对本模型之

合理性和适用性问题的一个思考和可能问题的回应遥

渊一冤野学科核心素养冶问题

因本模型是从具体知识点或者说从学科知识出

发认识人的发展的袁言下之意有着明确的立场院即使

以素养教育为目标袁对学科教育目标的把握也应该从

学科知识开始袁而不是如基于既有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

影响下理论传统的回避知识的思考遥假如本模型可以

成立袁则众所周知的发生在我国新课改过程中关于从

知识开始把握课程与素养教育理想追求的著名争论

就可以停止了遥 近期也有执着于素养教育的学者袁在

权衡素养教育和知识之关系的时候袁纠结万分袁甚至

认为素养与知识渊双基冤并无直接关联袁甚至鲁莽断言

欲将素养与知识进行联结是一个野误区冶遥 [17] 显然袁本

文思路可以终结这种无谓的纠结遥 有意思的是袁我们

发现了一个关于该模型合理性之可能性的旁证院新近

发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袁提出了野四基冶的说

法袁这四基指的是野基础知识尧基本技能尧基本思想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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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经验冶袁 与我们经皮亚杰两个范畴说演绎出的

教育目标描述方式有高度的呼应遥 当然袁我们并不知

道数学课标组这个野四基冶是以何为理论依据提出来

的遥

渊二冤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冶与野学科核心素养冶关

系问题

欲由学科核心素养通往那个一般意义上的野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冶袁可以借着学校教育渊含课程教育和非

课程教育冤+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道路逐步拓展遥 在

拓展的过程中袁学科层面上的具体知识随着推进逐渐

泛化曰这种泛化背后的各学科尧各不同教育元素之间

的内在联系又构成了野学科思维冶进一步丰富的背景袁

野学科思维冶 也因此比单纯依托在一个学科上要更加

丰富曰不同学科之野学科思维冶又因广泛地交融而逐渐

泛化袁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内涵更加丰富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袁借此与国家尧社会的政治及文化背景发生更加

深远的连结袁比如袁可以最终导致当前万众瞩目尧饱含

着整个社会教育价值期待的那个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冶遥

渊三冤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冶与野学科核心素养冶研

究方法论讨论

我们看到袁野学科核心素养冶的得来袁可以从课程内

容渊学科知识冤的把握开始袁而当上述拓展最终达到一

般性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冶层面时袁我们得到关于一般

意义上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冶获得的方法论思考院野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冶已经无法如具体学科从学科内容开

始进行把握袁于是只能在广泛的意义上袁通过征求各

方有识之士的野宏观冶意见去完成遥反之袁从野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冶的尧以广泛调查为方法的视角袁并不能直接

野看到冶把握学科核心素养的野科学冶道路遥 本文认为袁

这恰是我国教育界在完成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冶研究

之后袁没有能够对野学科核心素养冶的科学研究道路给

出明确认识的原因所在遥

五尧结 语

从课程内容把握课程本质应该是正当的要求袁王

策三先生基于自身的教育智慧频频呼吁袁 但在一波

野素养教育冶的浪潮中被严重忽视了遥于是王先生批评

到院野一些含糊的提法或理论之所以流行袁除了教育基

本理论和课程理论建设不足的原因袁也与学风建设不

足有关冶遥 [2]本模型则使王先生所坚持的原则和普遍的

素养教育诉求融合到一起袁恢复了教育之真的本来面

目遥

顺便说袁由于本模型是从认识论渊哲学冤层面开始

梳理脉络而后再进入到教育渊学冤层面袁也或许渊必然冤

需要更细致的心理学理论的解读才能使其更加贴近

教育实践袁但根子上与完全发端于心理学的野教育目

标分类学冶决然不同遥从这个意义上袁本工作已经不能

再使用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作为野标题冶袁原因有二院一

是野教育目标分类学冶已经被心理科学约定俗成袁从一

般方法的角度袁欲而走出既有心理科学的屏障袁换一

个名称并赋予其不同的内涵是比较恰当的曰二是在本

文提出的新模型中袁并没有任何野类冶被分出袁再使用

野类冶字也不伦不类遥

本文虽已完成袁但研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袁显然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袁笔者深感责任重大遥辛苦之余袁笔

者也在由衷感叹院皮亚杰首先是哲学家袁之后才是学

习理论专家浴他的学生弗内歇曾说院野与多数科学家从

他们研究领域的内部问题那里提出问题不同袁皮亚杰

从一般哲学中提出问题袁以至于他那特化的科学产品

作为一般哲学先见的耶副产品爷出现了遥冶 [18]就是说袁世

人多只看到了皮亚杰在其理论中关于儿童发展的描

述袁看到了他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袁岂不知袁这只

是皮亚杰在进行认识论研究中获得的一个副产品遥

本文正是在将皮亚杰视为哲学家的意义上袁在其

认识论立场上袁寻找到突破心理学渊认知心理学冤困境

的智慧袁也破解了野教育目标分类纯粹是一个心理学

理论问题冶的困扰遥 [4]所谓野大道至简冶袁真理应该是通

明的袁应该在自己覆盖范围内照亮所有困境袁正如笔

者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指导下设计新模型的过程中

遇到的情况袁每每得到鼓舞遥 平心而论袁教育理论渊及

理论基础冤发展到今天袁应该已经能够为全世界的教

育者们提供必要的信心遥 弗内歇宽慰道袁野请放心袁用

不了多少时日袁人们会重新热议皮亚杰袁我对此深具

信心浴 冶[19]或许我们找到了一条发展教育理论的特殊

道路袁也相信本话题是为弗内歇的期待而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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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criptive Model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for Holistic Development Supporting

Literacy Education院Based on the Core of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LI Yi, FEN郧 Youme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taxonomies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represented by Bloom's taxonomy,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indiscriminate cutting of humanity as a whole. In view of "people as a whole in

development", based on Piaget's constructivist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has constructed a descriptive model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mposed of content knowledge, problem solving and 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then discussed its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briefly.

[Keywords] Genetic Epistemology; Literacy Education; Holistic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Objective;

Disciplinary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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