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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具身认知的观点看袁学习是基于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行动和借助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两种认知模式的协

调运作遥 它强调身心统一基础上的实践与经验的互动袁主张通过野在行动中反思冶和野在反思中实践冶来构建个体综合性知
识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个体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涌现于以身体为基础的隐喻和模拟机制袁并表现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野感
知要行动冶循环遥 因此袁具身学习的设计需聚焦于以具身交互促进经验建构袁即要促进认知之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的耦
合循环袁助力学习者身体尧心灵和学习环境的彼此建构袁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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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认知科学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研究一直深深影响着
学习设计的理论与实践遥尤其是它对身心关系的探讨袁
让人类学习走向了两种不同的设计之路遥 一种可称为
野离身冶学习设计遥它建立在身心二元的观念之上袁将学
习视为既定知识的传授袁 强调如何促进学习者对抽象
符号的加工运算和对客观知识的永久记忆遥 另一种可
称为野具身冶学习设计遥它建立在身心一体的观念之上袁
将学习视为个体经验的涌现袁 注重提高学习者身体参
与的鲜活体验和促进知识意义的动态生成遥 随着第二
代认知科学的兴起袁特别是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袁离身

学习的设计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1]遥 野认知根植于身体
行动袁经验建构于具身交互冶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
可[2-4]袁学习设计开始从离身走向具身[5-7]袁而具身学习的
设计离不开基于具身认知观点对学习本质的把握遥

二尧学习是即时性行动和结构化反思两种
认知模式的协调运作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袁认知存在两种基本模式遥 当
我们沉浸在某种即时互动游戏中时袁往往只是身体的

感觉运动系统在认识遥如果有反思袁也只是少量的遥当
我们停下来思考感知和行动的过程时袁则采取了另一
种不同于身体经验的认知模式袁即反思遥 理解这两种
认知模式要要
要基于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行动和借助技
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要要
要的差异和联系袁对理解具身
学习及其设计非常关键袁因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努
力追求的正是引导学习者沉浸式身体行动和结构化
自我反思的协调发展遥
1. 基于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行动
在具身认知理论看来袁认知是有时间压力的遥 它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借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才能被
理解袁如果时间变了袁主体面临的压力也就变了袁认知

也会随之改变[8]遥 从这一观点看袁具身认知强调基于身
体感知的即时性行动遥 当情境要求认知主体快速尧连
续地做出反应时袁认知主体无法形成关于环境的完整
心理模型以获得行动计划遥 这种诱发现象被称为野表
征瓶颈冶[9]遥 例如袁食肉动物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敏捷尧连
续地做出准确反应袁以免情境将某些重要信息立即覆
盖或分散袁降低其捕获其他动物的可能性遥 生活在同
一环境中的人袁要想成功应付这些掠夺者袁更需要同
等甚至更高的反应速度要要
要必须在多变情境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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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表征冲洗殆尽之前完成整套认知工作遥 也就是
说袁认知是实时的袁它必须依据主体在与环境交互作
用的压力下如何活动来进行理解遥

内容与范围[14-16]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技术工具的选用
是具身学习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要素遥

正因为表征瓶颈的存在袁学习者在面对一些特殊
的学习任务时袁几乎没有过多时间去思考和建立最佳

目前袁各种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袁为人与人之间
的远距离互动和反思性对话创造了新的机会[17]遥 社交

的反应机制和行为模式遥 这导致其知觉行动和学习结

媒体之于反思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交流的方便性和

果往往伴随着很多偶然遥 学习者当下的直觉反应成为
具身学习的主要形式遥 准确地说袁这是一种混合反应袁

多样化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并激发了学习者反思
的热情和潜能上袁还体现在它能够即时记录人际间的

即学习者在先天本能的基础上袁加上后天学习经验的

会话经过袁从而为学习者事后的自我反思提供原材料

积累袁在某一瞬间对某一事物做出一种及时表现遥 它

上遥 虚拟现实尧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日益发展成熟袁为

几乎是自动化的袁内嵌于一个野感觉要行动冶的动力循
环过程中遥 当认知活动开启后袁不断涌入的感觉信息

建立人与技术之间的具身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所谓
人与技术之间的具身关系袁即野渊人要技术冤寅世界冶院

将通过持续影响学习者的快速认知加工而影响任务
完成过程中与外界环境的交互遥 具体而言袁任务情境
通过刺激学习者的身体感觉系统袁经中枢系统快速加
工后再由运动系统做出相应的反馈袁而这种反馈又进
一步引起任务情境的变化袁从而继续影响学习者的信

技术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袁被视为某种野透明冶的
东西袁它仿佛与我们的身体融为一体袁共同参与到对
世界的感知与经验中[18]遥 这种具身关系的建立有助于
增强人与环境交互的真实体验袁提高学习者参与学习
的在场感袁让学习走向即时性行动和结构化反思协调

息感知和行为遥 正是基于感知和行动的耦合性交互和
持续性牵引袁学习者实现了认知活动的自动化运作遥
2. 借助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
并非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内在地涉及时间压力遥 在
多数情况下袁我们还是可以在相对悠闲的状态下完成

运作的反思性实践遥
3. 反思性实践院行动与反思的协调运作
行动与反思是具身学习中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遥
具身学习不仅需要学习者身体的积极参与和投入袁同
时袁更需要其对特定情境中的自身行为尧感受尧思想和

认知活动遥 这主要体现在借助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
上遥 结构化反思要求学习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己的真
实体验袁用一种全新方式去分析和理解同一内容遥 反
思的对象既可以是学习发生的故事情节袁也可以是学
习者自身的行为尧接触过的物体尧观察到的现象尧获得

经验等进行主动反思和感悟遥 前者表现为快速的尧习
惯性的尧不易做出调整的直觉反应袁是一种以感性为
主导的学习曰而后者则表现为慎重的尧精细的尧旨在实
现优化的深入反思袁是一种以理性为主导的学习遥 [19]这
两种认知模式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遥 相反袁它们之

的学习结果及其他与学习经历相关的任何事物遥 实际
上袁将这些经历纳入到学习者反思的对象之中袁意味
着要关注并重视它们对概念理解尧问题解决及经验建
构等过程的影响遥 而反思之所以是结构化的袁是因为

间具有内在的尧相互影响的深层次联系遥 因为行动直
觉不仅来源于身心感觉袁即感觉直觉袁还来源于专业
知识袁即专业直觉遥 [20]具身学习的观念不否认理性的作
用袁 大脑中计算和表征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袁

它需要由一些即时特定的提示尧 循序渐进的问题尧巧
妙适合的情境尧 有组织的讨论及其他相关活动来引
导袁以促进学习者深层次尧系统化地思考某一问题遥
此外袁高效的结构化反思还离不开技术工具的支
持遥 恰当的反思工具在帮助学习者实现内部知识和外
部行动之间的耦合关联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0]遥 为提高
学习者反思的质量袁技术一方面要有助于表达人的思
维袁可视化人的结构化思考尧理解性记忆和自由式联
想曰另一方面还要有助于描述人的经验袁再现出人的
所见所闻尧行动过程和学习结果遥 良好的技术工具不

只不过这些活动野是局部的和面向行动的袁而不是客
观的和独立于行动的冶[21-22]遥 大脑通过利用局部的面向
行动的内部表征来解决问题袁身体作为中介调节着大
脑的输入与输出袁环境则以支架的形式在整体行为的
融贯中施展出效应袁三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了
行动遥 可见袁行动不是纯粹的身体变移袁也不是单一的
意念活动袁而是表现为身体尧心灵与环境的互动[23]遥
同样袁反思也离不开行动遥 它涉及认知主体的感
觉直觉尧身体行动和内部情感等方方面面袁可以说袁理
性尧 感知和情绪等均交织其中遥 在舍恩 渊Donald A.

仅能够帮助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袁使其腾出更多的
认知空间与资源用于反思经验和思维间的互动 [11-13]袁
而且还能有效延伸学习者的认知能力袁使其获得身临
26

其境和记忆犹新的学习体验袁进而丰富并拓宽反思的

Sch觟n冤看来袁反思具有三重含义院一是在行动中反思袁
这关涉直觉和经验曰二是对行动中反思的反思袁它关
涉思考和描述曰三是对反思描述的反思袁它关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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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构遥

[24]

在以野行动中求知冶和野行动中反思冶为特征

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袁 隐喻不仅建构了我们的语

的反思性实践中袁行和思是互补的遥 行动拓展思考袁思
考指导行动遥 当下的反思大多靠直觉袁具有自发性和

言袁还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尧态度和行为遥 [25]隐喻不只是
一种语言文化现象袁还是一种认知现象遥 [27]隐喻作为

内隐性袁这看似野冲动冶袁却凝聚了学习者全身心的关
注和投入遥 当学习者对其行动中的反思进行描述时袁

一种植根于经验的认知方式袁构建了大部分的日常概
念系统袁形成了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概念结构遥 这些

内隐的默会知识就会逐步被显性化遥 当学习者对反思

基本概念结构有着强大的语言生成力遥 以野争论是战

描述进行反思渊主要表现为对实践的批判和对经验的
检视冤时袁综合的实践性知识就会渐次形成遥

争冶为例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表达袁如野你的观点
无法耶防御爷冶袁野我耶粉碎爷了他的论点冶等遥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袁具身学习是一种野学习中行

人类通过这些基本的概念隐喻来认识世界袁并形

动寅行动中反思寅反思中实践寅实践中建构冶的螺旋

成了很多具体尧生动的语言表达形式袁但这一过程却

式上升过程遥 学习者在特定思想尧观念的引导下展开
对世界和人自身的多方面作用袁即野学习中行动冶遥 其

往往不被人察觉遥 认知科学家认为袁人类 95%以上的
认知都是无意识的袁隐喻就像一只野看不见的手冶袁将

间不断对思想观念尧行动本身及其成效进行思考和自
省袁即野行动中反思冶遥 在此基础上袁将反思的结果转化
为现实的行动袁即野反思中实践冶遥 最终袁在实践中建构
出更实质尧更综合的知识框架和行动经验袁即野实践中
建构冶遥 显然袁这是一个行动与反思协调运作的过程遥

我们的经验不断概念化遥 [28]一般而言袁人们用身体经
验来概念化非身体经验袁用界定明晰的来概念化界定
模糊的袁使自己的概念系统得以不断扩充和完善遥 但
需要注意的是袁每一项身体经验都是在一定广泛深厚
的文化前提下获得的袁而不只是拥有某种类型的身体

它注重身与心的统一袁强调实践与经验的互动遥 处于
这一过程中的学习者就是一名野反思性实践者冶遥 他积
极地通过野在行动中反思冶和野对行动的反思冶构建身
心合一的个体实践性知识遥

那么简单袁文化早已隐含在经验之中袁人们正是用这
样的方式去体验生活的野世界冶遥 [25]
抽象概念通过隐喻与我们的身体经验建立联系袁
人类的知觉运动经验是抽象概念形成和表征的基
础遥 [29]概念表征不是一种独立于身体的符号表征袁而

三尧抽象概念的理解涌现于以身体为
基础的隐喻和模拟机制
具身学习的效率受制于基于身体感知的即时性行
动经验和借助技术工具的结构化反思质量遥然而袁学习
赖以发生的思考和行动却受制于人类以隐喻为基础的

是一种与身体密切相关的神经表征袁 是一种主体经
验客体时的知觉尧运动及内省体验遥 [30]人以体认的方
式认识世界袁 概念只有通过身体对世界的知觉运动
经验才能被理解遥 野身体特有的自然属性为我们概念
化认识尧理解与分类塑造了独特的可能性冶遥 这些特

概念系统遥 [25]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袁表征和计算并不是理
解和建构人类认知活动的唯一方式袁 隐喻和模拟才是
映射和建立概念意义的最根本基础遥因此袁揭示概念理
解的隐喻和模拟机制袁是认识和设计具身学习的前提遥

性赋予了人一套与众不同的建立系列基础概念的心
理机制袁 这些基础概念影响着对熟悉概念的意义理
解袁而熟悉概念又制约着抽象概念的意义建构遥 [31]从
这一点看袁身体渊准确而言是身体经验冤在概念理解

1. 隐喻院赖以生存的认知方式
野隐喻冶是指人们用某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袁如温
度尧空间尧动作等具体尧有形和简单的始源域概念袁来
表达和理解另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袁 如心理感受尧社
会关系尧道德修养等抽象尧无形和复杂的目标域概念袁
从而实现抽象思维的一种认知方式遥 在很多情况下袁
隐喻化的表达甚至已成为该语词的本义袁人们只有通
过隐喻袁才能表达这些概念袁如山野脚冶渊身体范畴表达
地理概念冤尧野重冶要渊知觉范畴表达价值概念冤尧野高冶兴
渊空间范畴表达情感概念冤等遥 [26]
莱考夫渊George Lakoff冤和约翰逊渊Mark Johnson冤
提出了野认知隐喻理论冶遥 他们认为袁人类的概念系统
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袁人们的日常思维和经验活动在很

之隐喻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
2. 模拟院抽象概念的具身理解
身体尤其是大脑在概念理解的模拟机制中也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概念理解
之模拟过程的理论建构奠定了生理基础遥 研究表明袁
主体在表征尧加工或运用抽象概念时袁野由对物体的观
察或操作而诱发的运动系统的激活冶过程袁实际上就
是野镜像神经系统的激活冶过程遥 [32]巴萨卢渊Lawrence
W. Barsalou冤在其野知觉符号理论冶中提出袁可以将主
体经验客体时的身体经验视为一种知觉符号袁但它不
是一种物理图像或心理图像袁而是主体感知当下的神
经状态的记录遥 知觉符号是多模态的遥 它综合产生于
多种感觉通道尧本体感觉和内省经验袁但表征的却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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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部过程的整体经验袁而是动态激活尧彼此关联的
[33]

经验组分遥 大脑感觉运动区域的神经系统将主体在
周围环境和自身身体中感知到的事件捕捉下来袁存入

我们就是在隐喻式地理解经验遥 [25]如野从战争的完形
到争论的建构冶遥 当一个概念通过不止一种隐喻被建

长时记忆袁并通过汇合区域或大脑的联合区域整合在
一起袁使相关的知觉符号组成一个模拟器袁从而使认

构时袁不同的隐喻结构化就以连贯渊即建立交叉隐喻冤
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遥 抽象概念的完整意义就是在这样

知系统在客体或事件不在当前出现时仍能建构出对

一些不同维度尧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活动中不断涌现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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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一个经验域的完形来结构化另一个域的经验时袁

它们的具体模拟遥
巴萨卢还进一步指出袁认知主体在通过模拟机制

来的遥 我们的概念系统建基于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经
验袁直接出现的概念和隐喻建基于和自然与文化环境

实现对抽象概念的具身理解过程中袁抽象概念的建立

的持续互动遥 同样地袁用以建构经验的各种维度也自

有三个核心特征遥 一是类型标识解释袁指将带有特定

然地从我们在世间的日常生活和特殊活动中涌现遥 因

属性的模拟器绑定到大脑的某种知觉或模拟区域袁实
现经验组分的归类遥 二是结构化表征袁指以集成的方

此袁我们拥有的概念系统是作为人类和自然与文化环
境相互作用的产物遥 [25]

式将相关模拟器及其属性的组合配置绑定到多个区
域袁实现不同经验的相互关联遥 三是动态实现袁指将不
同模拟器及其属性构成的关联子集应用到不同场合袁
实现抽象概念的完整理解和灵活运用遥 [35-36]从具身认
知的基本过程看袁抽象概念的具身理解遵循着模拟和

从模拟的视角看袁大脑是一种具有涌现性尧复杂
性尧自组织性的动力巨系统遥 它通过构架低层次的神
经网络来达到高层次的认知效果遥 因此袁学习者对抽
象概念的理解涌现于其大脑内部模拟的感知行动经
验遥 具身学习的观念认为袁概念推理起始于学习者与

复现的原则遥 [37]当知觉过程进行时袁认知主体的感觉
运动系统进入活跃状态要要
要视觉尧听觉尧触觉尧运动尧
情感等均被激活遥 这些知觉和身体状态被部分地保留
下来袁表征着客观世界的刺激情境遥 在以后的认知活
动中袁保持在记忆中的相关状态再次被激活袁并进入

环境的物理交互袁 并内化为神经系统的模拟行动袁在
外部互动与内部模拟的彼此映射渊Mapping冤和相互协
调下袁逐渐形成对概念的完整理解遥 由此可见袁概念意
义动态生成于复杂系统的涌现活动遥 学习者对抽象概
念的理解是感知和行动相互适应的结果袁且感知和行

抽象和创新思维的认知加工过程袁通过模拟原有的动
作特征袁复现当时的刺激情境袁实现概念的具身理解遥
3. 涌现院概念意义的动态生成
隐喻和模拟机制为抽象概念的意义涌现提供了动
力遥 无论是认知隐喻理论提出的 野身体特性寅基础概

动的神经结构及其组织过程是在具体经验中创造的遥
这是在神经元不断激活尧选择和重组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自组织机制遥

四尧具身学习的设计需聚焦于以具身交互
促进经验建构

念寅熟悉概念寅抽象概念冶的概念理解进路袁还是知觉
符号理论提出的野神经表征寅状态模拟寅情境复现冶的
意义建构过程袁都离不开学习者身体尧心理与环境的交
互作用遥 从具身认知的观点看袁思维依赖于身体袁而非

具身的学习在外部表现为即时性行动和结构化
反思的协调运作袁在内部表现为以隐喻和模拟为认知
机制的概念意义的动态生成遥 不论是前者外显的反思

独立于身体袁认知始于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曰人是环境的
一部分袁而不是外在于环境的对象袁理解源自环境与人
的互动遥 身体尧自然与文化环境的本质属性袁赋予我们
的经验以结构袁复现的经验导致范畴的形成袁即经验的
完形遥 这些完形通过共享隐喻蕴涵和建立交叉隐喻来
界定经验中的连贯袁进而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系统遥因
此袁看似孤立尧随意的隐喻表达袁实际上潜藏着紧密尧深
刻的隐性逻辑遥它们是整体隐喻系统的一部分袁共同服
务于从各个方面来刻画某一抽象概念的复杂目的遥 而
刻画的过程就是概念意义之动态生成的过程遥

性实践模式袁 还是后者内隐的神经系统涌现机制袁都
蕴含着具身交互促进经验建构的教育本质遥 从认知的
动力系统理论所揭示的具身学习的动力机制看袁具身
学习的设计应促进认知之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耦合
性交互的系统循环袁助力学习者心灵尧身体和学习环
境之互利共生的彼此建构遥
1. 具身学习的动力机制院基于复杂动态系统视角
的理论考察
具身学习是一个从混沌到明晰尧从细碎到完整之
不断演进的过程遥 它强调学习过程与环境事件的紧密

当依据直接源自与环境和在环境中互动而获得
的经验完形袁认为经验具有连贯的结构时袁我们就是
在直接理解经验遥 如野从对话的完形到争论的理解冶遥

联系袁主张学习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心理资源和外
部环境条件袁以达到心智尧身体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平
衡遥 [38]因此袁与其说学习始于外部环境的刺激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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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建立袁不如说始于认知动力系统的失衡袁即心

化为神经冲动传入大脑而产生感觉和知觉袁 大脑调动

智尧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遥 在学习者成长和发展

先前经验的记忆尧思想尧情绪和意志等袁以神经模拟的

的过程中袁由于其本身或环境条件的变化袁原有认知

形式对各种知觉状态进行深度加工袁 综合形成对客观

动力系统的平衡会被打破遥 为适应外界学习文化袁系
统因子会针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袁产生一系列连

事物的整体认识袁并继续影响对未知事物的探索遥
认知之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的耦合循环形成了

锁的复杂反应袁以求在更高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遥
认知动力系统理论认为袁心智尧身体和环境之间

一个动态的有机系统遥 耦合是指外界环境尧神经系统
和个体心智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

的动态平衡离不开系统内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遥 这些

影响袁并通过交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递信息的现

交互作用对学习者来说反映在其感知与行动尧行动与
反思的协调运作上遥 感知尧行动和反思既具有相对独

象遥 循环是指野物理刺激要生理反应要心理加工冶之间
的循环袁以产生对事物之螺旋式上升的认识遥 只是袁由

立的意义袁又具有相互关联的系统关系遥 具体而言袁感
知尧行动和反思建立在身心统一的基础上袁展开于人

于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密不可分袁人们往往将生理反应
和心理加工视为一个协同作用的整体遥 二者基于内部

与世界的关系袁其内在的指向是通过人之身体尧心灵
与世界的互动袁使人和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遥 这种变
化包含两重含义院一是感知尧行动和反思作为特定的
存在形态袁 其发生和展开本身体现了人和世界的变
化袁这是它们的基本意义曰二是感知尧行动和反思在发

神经网络的自组织涌现袁产生出应对外部环境刺激的
身体行为遥 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影响学习者接下来获得
的环境野给养冶渊信息资源尧认知工具尧学习空间尧人际
氛围等的统称冤袁并诱发产生相应的学习者野效能冶渊学
习者采取行动的能力冤袁 进而涌现出新的行为噎噎如

生和展开的过程中袁也使人和世界发生了不同形式的
变化袁这是其系统性的体现遥
感知尧 行动和反思总是归属于一定的认知系统袁
并构成其中的某一环节遥 它们也唯有置于其从属的系
统中袁才具有完整的意义袁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遥 用

此形成学习者视角下的野感知要行动冶循环[39]遥
物理刺激引发了学习者的感知袁 生理反应和心理
加工产生了学习者的行为遥 具身学习野感知要行动冶循
环的交互机制实为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的耦合循环遥
这种耦合循环不只是简单的从物理到生理再到心理的

生态心理学的话来说袁这是一种野共生冶的概念遥 因为
脱离感知的行动是盲目的袁脱离行动的反思也是肤浅
的曰反之亦然遥 行动的产生既有来自感知的引导袁也有
来自反思的启发遥它们相互促进袁又彼此限制遥具身学
习以身体及其感觉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或经验为主
体袁在身体及其感知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袁根据交互产生的物理尧生理和心理变化袁自组织地
做出与之适应的系列反应袁不断推进具身交互的耦合
循环袁从而实现环境尧身体和心灵的自我建构遥 此处需

线性循环袁 还有复杂的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的非线
性循环遥 外部环境的物理刺激在使学习者产生各种生
理反应的同时袁也会引起不同的心理联想袁造成不同的
心理反应遥 心理加工在调动脑区生理资源进行知觉模
拟的同时袁也会产生作用于外部环境的特定行动袁导致
出现不同的物理刺激遥这表明袁具身学习系统的进化模
式是基于因果事物复杂交互的耦合循环遥 它不存在任
何预先制定的认知程序袁 而是一支自主演绎的以学习
者身体尧心灵和环境引导彼此脚步的动力学之舞遥

要说明的是袁交互维系的物理尧生理和心理之耦合循
环分别对应于环境尧身体和心灵的复杂活动遥
2. 具身学习的三元交互院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
的耦合循环
理解维持物理尧 生理和心理过程之耦合循环的交

3. 具身学习的经验建构院环境尧身体和心灵活动
的复杂演绎
学习者身体尧 心灵和环境演绎的动力学之舞袁展
现的实际上是经验建构的动态过程遥 具身经验涌现于
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频繁互动遥 这种互动往往以

互机制袁是设计具身学习的重要前提遥物理过程是指外
界环境对人体器官的刺激过程袁如冷暖尧阴暗尧色彩尧气
味尧动静等物理刺激遥生理过程是指神经系统的激活过
程袁即神经冲动形式的信息传导与经验模拟过程遥心理
过程则包括感知尧记忆尧思维等形式的认知过程袁对客

学习者的身体为基础袁以具身的技术为中介袁通过学
习者身体的延伸和学习环境具身的实现袁调节着学习
者的在场体验遥 [40]从具身认知的视角看袁学习者的在
场体验有两重含义院一是处于在场的状态要要
要学习者
在准备学习时袁 身体和心理均做好了参与的准备曰二

观事物的某种态度体验的情绪过程袁 以及有意识地克
服各种困难以达到特定目标的意志过程遥 这三大过程
是耦合循环的遥外界物理刺激作用于人体器官后袁将转

是表现出在场的行动要要
要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袁身体
[41]
和心理均参与其中遥 不论是在场的状态还是在场的
行动袁都发生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遥 可见袁野在场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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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一种特殊关系遥 其中野在冶强

于环境的具身行动曰另一方面袁它通过外显学习者的

调的是学习者身体和心理的共同参与袁野场冶指代的是

思维过程来可视化学习者的心智操作袁进而支持学习

学习环境建立的综合空间遥
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看袁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野在

者开展指导行动的结构化反思遥 技术支持的具身性行
动和结构化反思袁激发了学习者身体尧心灵和环境之

场冶关系的建立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技术之野具
身冶关系的形成遥技术作为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互动的工

间的频繁互动袁 维系了认知动力系统的动态平衡袁从
而实现了人类经验从低级到高级的复杂建构遥 之所以

具中介袁在降低学习者认知负荷尧提高学习环境的适应

说复杂袁不单单是因为技术让环境尧身体和心灵等经

性尧 调节人与环境的双向建构与互利共生等方面发挥

验建构主体间的交互变得更加活跃和频繁袁更是因为

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遥在认知过程中袁技术经过人短期

经验一旦产生袁 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认知动力系统中袁

的适应之后就会野抽身离去冶袁与人融为一体袁成为作用
于世界的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袁 形成 野渊人要技术冤寅世
界冶的具身关系遥 在这种关系中袁技术不再只是一种工

反卷尧融入和渗透进认知动力系统的运行袁实现经验
的自我生长遥

五尧结 语

具袁而是人身体的延伸遥它通过与环境发生直接的交互
作用袁赋予学习者切身的知觉感受和身体体验袁帮助其
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遥 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各
种可穿戴技术的创新发展袁 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
交互变得更加真切尧自如和丰富袁基于在场体验的经验

综合来看袁具身认知对学习设计的启发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遥 一是应着重促进学习者的反思性实践袁
在设计实践中通过引导学习者在行动中反思来充分
调动其身体和心理的参与袁从而构建身心合一的个体

建构自然也将更加深刻尧完整和生动遥
在具身学习的设计中袁技术连接了环境尧身体和
心灵三大经验建构的主体遥 一方面袁它通过增强学习
者的在场体验来提高学习者的身体参与袁并产生作用

实践性知识遥 二是应基于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袁
在设计实践中通过激发和维持学习者身体尧心灵和环
境间的具身交互来实现人与环境的双向建构袁进而推
动整个学习系统的不断进化和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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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mbodied Learning and Its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ZHENG Xudong1, WANG Meiqian2, RAO Jingyang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2.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mbodied cognition, learning is a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two
cognitive modes: immediate action based on bodily perception and structured reflection with technical tools. It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body and mind, and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through "reflection -in -action" and "
practice-in-reflec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abstract concepts emerges from the
body-based metaphor and simulation mechanism, and manifests the "perception-action" cycl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embodied learning needs to focus on promoting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 through embodied inter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upling cycle of
physical,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cognition and facilitat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er's body, mind,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Learning Design; Reflectiv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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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arter Education Led by Exponential Thinking
ZHU Zhiting1, YU Jianhui2, HAN Zhongmei2, HUANG Changqin2
(1.School of Ope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2.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As a new development goal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smarter educa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become a new wave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With the rapid iterative upd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 a high-end for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ll the elements of smarter

education grow at exponential rate, 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marter education to leap into exponential
education. Theref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ponential think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mart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demand.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marter
education and exponential thinking theoretically. Firstly, it summarizes the cor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smarter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of exponential thinking, which needs to abandon zero -sum
thinking, jumps out of linear thinking, cracks Pareto thinking, and strengthens multiple thinking.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p -level design and appropriate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ed by exponential thinking through cultural wisdom, data wisdom and teaching wisdom,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mapping of exponential thinking in smarter education system. Finally, some learning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with exponential effects are listed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s that exponential thinking can make in
smart educ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iterative optimization of smart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n feasible
design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smarter education jumping into exponential education.
[Keywords] Exponential Thinking; Smarter Educ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inking
Innovation; Exponenti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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