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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还是“方法论”：

现象学在教育研究中的角色应然

叶晓玲袁 李 艺

渊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江苏 南京 210097冤

[摘 要] 现象学进入教育研究领域发展出了教育现象学研究一脉遥但迄今为止袁教育现象学中对现象学的角色定位

只谈及野现象学方法冶袁即从野方法冶层面着眼借鉴现象学袁所获颇丰遥 其肇因可能是源于现象学哲学本身造成的误解及教

育现象学早期践行者的着意强调遥 但现象学作为哲学发展史上的野第三条道路冶袁应有其野方法论冶的价值和意义,就现象

学本身的精神内涵和特征而言袁也首先是方法论,然后才是方法遥从野方法冶层面借鉴现象学袁容易流于表面尧出现偏差曰而

从野方法论冶层面讨论现象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启示袁则可以从精神一脉上把握现象学的要旨袁警醒和反思教育研究科学

化倾向带来的可能危机袁并为教育质性研究奠基和开辟道路遥 方法论引领袁才是现象学在教育研究尧在教育现象学研究

中的应然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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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德国教育学的人文科学传统袁历史上的许多德国哲学家袁如康德袁在担任教职的时候都讲授过教育学类的课程遥

一尧引 言

野现象学方法冶一直被教育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当作

利器袁 为教育研究注入活力袁 形成了教育现象学

渊Phenomenology Pedagogy冤[1]的研究范式遥 笔者也是教

育现象学研究的痴迷者袁经过一段时间沉浸其中袁近来

突然意识到袁一种哲学理论指导下的问题解决袁是其方

法在作用还是方法论在生效钥 两种思考方式显然有很

大的不同遥回望教育领域中教育现象学的研究者袁多是

以野现象学方法冶的方式借鉴现象学来研究教育问题遥

笔者设想袁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落实现象学精神袁应该更

加符合现象学作为野哲学冶一脉的本质遥本文尝试从野现

象学方法论冶的立场袁思考将现象学之哲学成就落实到

教育研究的道路上袁 并讨论这种方法论借鉴的意义与

价值袁以探讨一种新的教育研究道路的可能性遥

二尧野方法冶视域下的教育现象学

20世纪的 20要30年代袁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校长

克里克渊E. Krieck袁1882要1947冤将现象学引入教育领

域袁野由于克里克借用胡塞尔渊E. Husserl冤的现象学的

本质分析方法论教育科学袁故梅塞尔渊August Messer冤

曾将其教育学称之为耶现象学的教育学爷冶[2]遥 按照时间

判断袁20世纪初到 30年代袁正是胡塞尔创立现象学并

逐渐获得学界认可的时期袁 其间现象学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袁被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所接受和追随遥作为

同处于德国学术界的克里克袁 注意到现象学的价值并

将其引入教育研究领域袁是很自然的事情袁更何况德国

本来就有教育与哲学不分家的传统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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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象学真正发展并产生影响是在 20 世纪

40要70 年代袁以荷兰乌勒特支渊Utrecht冤大学的兰格

威尔德渊Martinus Jan Langeveld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袁

积极倡导并发展了教育现象学袁形成了著名的乌勒特

支学派袁并将这一影响扩展至整个欧洲甚至北美遥 其

后的追随者袁如比克曼渊Ton Beekmman冤尧布莱克尔

渊Hans Bleeker冤尧米尔德渊Karel Mulerij冤尧贝茨渊Beets冤尧

弗美尔 渊Vermeer冤尧 佩尔昆 渊Perquin冤尧 斯特拉塞尔

渊Strasser冤等人袁继续着相关研究袁使荷兰的教育现象

学研究一直保持着生机遥北美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则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袁以加拿大的阿尔

伯塔大学 渊University of Alberta冤 为中心袁 以范梅南

渊Max van Manen冤尧史密斯渊David Smith冤等人为代表遥

我国的相关研究是在 2000年前后由首都师范大学宁

虹教授尧原香港教育学院李树英教授等学者引介到国

内并逐渐繁盛起来袁渐次形成了一股研究风潮袁至今

已经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年会遥

国际上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注重使用现象学方法

研究儿童的体验和经历遥例如院兰格威尔德主要借鉴胡

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研究儿童的体验和儿童看待世界的

方式[3]曰野德劳渊Drawe冤和洛赫渊Loch冤采用更接近解释学

的方法去研究现象学冶[4]曰 而范梅南等人更将现象学方

法进一步改造细化为一套教育现象学的研究程序和步

骤袁 其专著 叶生活体验的研究曳渊

冤已成为各国学者尧研究生学习教育现象学

研究方法的一部工具书目[5]曰巴里特尧比克曼等人也将

研究实例和方法心得著述成为叶教育现象学研究手册曳

渊

冤袁 并将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袁详

细阐述了其中的操作流程与注意事项[6]遥

国内的相关研究首先注重对教育现象学哲学基

础的探讨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袁注重在现象学理念启示

下对教育生活进行宏观思考袁进而关注现象学对学科

建设尧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尧意义等遥 在这些研究中袁

多倾向于借鉴现象学已有的概念和理论成果袁讨论和

分析教育问题[1袁7-13]遥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与国外的研究

范式相似袁借鉴现象学方法进行实践探讨袁如朱光明

应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了教室中座位的意义[14]尧表扬与

批评的意义等[15-16]遥在以上研究中袁国内学者对于现象

学之于教育的意义袁也更多地倾向于将其作为野方法冶

来理解袁这种倾向从学者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二遥 例

如院野现象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袁目前已成为一种重要

的研究方式遥 冶[17]野现象学在中国袁主要是作为方法的

现象学而存在遥在教育学界曾经或正在流行的研究方

法如叙事研究尧反思性教学与质性研究等理念袁其独

特之处无不在于耶方法爷的独特袁而这些均可在现象

学方法中找到 耶根爷冶袁野教育现象学之所以受到我国

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袁 其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方法的

独特袁 在于把现象学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教育现象本

质的寻求当中冶遥 [18]野现象学作为方法引入教育研究袁

确立了教育现象学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视域袁 提供了

一种新的耶看爷教育的方式和路径冶[13]等袁类似的表述

不胜枚举遥

通观国内外的教育现象学研究袁明显存在一个现

象院现有研究都倾向于在野方法冶层面上着眼袁重在借

鉴野现象学方法冶进行教育研究袁即使在抽象层面上的

思考袁也多是对现象学著作文本中现有概念尧观点进

行借鉴和引用袁并不曾真正系统地考察现象学之野方

法论冶问题遥然而袁无论是超越现象学之外看现象学在

整个哲学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袁还是深入现象学之内

看现象学的精神内核和特质袁现象学在野方法论冶层面

的价值都远超野方法冶层面遥本文即是要通过追本溯源

的分析袁更正学界对野现象学是方法冶的误解袁厘清现

象学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袁并进一步探讨在方法

论层面借鉴现象学给教育研究打开的新局面遥

三尧野方法冶视域的可能肇因

现象学首先是哲学袁作为哲学袁其对下游学科具体

研究的影响应该是既有抽象的又有具体的袁 既有宏观

的又有微观的遥 而现有教育现象学研究历程中偏好从

具体尧微观的野方法冶层面着手袁应该是有一定的原因

的遥 笔者通过文献梳理袁寻找到以下两个可能的肇因院

渊一冤现象学哲学本身造成的误解

胡塞尔给现象学所下的定义是院野现象学院 它标

志着一门科学袁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遥 但现象

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院特殊的

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遥 冶[19]可见袁作为创始

人袁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定位就强调了野方法冶二字遥 虽

然胡塞尔的野方法冶有其野哲学方法冶意义上的内涵袁但

这层意义被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遥

现象学作为哲学袁 胡塞尔却为何着力强调 野方

法冶钥 这个问题需要回溯到胡塞尔本人的学术生活史

及其所处的历史境遇之中回答遥胡塞尔从事哲学研究

是典型的半路出家袁在进入哲学领域之前经过了多年

的数学专业训练袁有着极强的科学思维袁所以对方法

的重视有其学术经历的背景曰其次袁在 20世纪初科学

技术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袁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

各个领域侧目袁哲学也在这时遭遇了野信任危机冶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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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科学性冶频频受到质疑袁因而袁胡塞尔终其一生都在

致力于将哲学改造成一门野严格的科学冶袁正因为有了

这个学术旨趣和目标袁才有了后来的叶逻辑研究曳和现

象学遥 胡塞尔以其数学家的知识背景袁立志构建一门

野精神科学的哲学冶[20]袁要做到这点袁必然需要严格可

行的方法袁 所以其强调和重视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遥

胡塞尔的这种倾向袁 特别是他在著作中的着意强调袁

容易让追随者和后来人对野现象学方法冶的说法印象

深刻并格外重视遥

但事实上袁现象学的发展在胡塞尔之后出现了重

大转变袁其继承者海德格尔在后期就公开反对了胡塞

尔对先验意识的研究袁而其他现象学家也没有对胡塞

尔的野现象学方法冶做更多的研究与继承袁反而是在现

象学野朝向实事本身冶的口号下展开了各自的思考袁使

得现象学哲学的发展精彩纷呈遥

由于后续现象学家旨趣各异尧路数不同袁这就使得

下游学科渊如教育学冤在对现象学内涵的把握上出现较

大的困难袁再加上现象学对野科学主义冶的批判而引发

的理解晦涩袁客观上造成了教育现象学的野拿来主义冶袁

即将其中有比较直接的借鉴意义的部分引入教育研

究袁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其源头的梳理遥 例如院胡塞尔

晚年的野生活世界冶理论袁较好地契合了教育学家对教

育研究应该返朴归真尧纠正极端实证主义路线的想法袁

成了教育现象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21-24]曰而在具体

的应用研究中袁 操作性的现象学描述方法和解释方法

也成为教育现象学的可以理解的选择[14-15]遥

渊二冤教育现象学早期践行者的着意强调

除了现象学哲学源头的肇因袁教育现象学对于方

法的野偏爱冶可能还来源于研究团体内部的倾向性遥教

育现象学代表人物袁如兰格威尔德等人的研究旨趣偏

好袁为早期教育现象学的发展带来了某种倾向曰而后

期的教育现象学家袁如比克曼尧范梅南等人袁则致力于

教育现象学研究的平民化和普及化发展袁这在客观上

强化了对方法的重视遥

学术研究总是仁者见仁尧智者见智袁一种挑战性

的观点往往很难迅速得到普遍的认同袁现象学作为针

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袁 一直在质疑中成

长遥乌特勒支学派的核心人物兰格威尔德在接受现象

学的同时就有自己的保留遥 野他认同胡塞尔的哲学方

法袁却不同意他的哲学主张遥 他将现象学看作是应用

和反思的事业袁而不是看作理论哲学遥 冶[3]因而结合自

己的研究旨趣袁兰格威尔德只引入和借鉴了现象学的

方法来开展研究遥这应该是教育现象学重视方法的肇

始之一遥

现象学本身袁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袁是比较晦涩

难懂的遥这种晦涩既源于它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不

同袁 也源于其本身创造了许多传统哲学中没有的名

词袁或者给传统词汇赋予了新的含义遥因而袁普通人由

于长期浸淫于传统哲学或自然科学思维中袁接受并理

解现象学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袁而要能够自

如地践行现象学式的观察和思考袁则又需要更长的时

间遥所以有戏言称野读现象学难袁难于上青天冶遥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袁教育现象学的早期研究者都格外重视现

象学引入时的野可操作性冶袁以便于现象学在教育领域

中的传播推广和价值实现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

现象学方法的重视遥 例如院兰格威尔德的学生比克曼

渊Ton Beekman冤就长期致力于教育现象学研究的平民

化发展[3]袁而北美教育现象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范梅南袁

则总结了许多可供实操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方法和程

序袁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我国的教育现象学研究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遥

一般而言袁一个研究者在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之始袁

往往会先学习和依循前辈袁 所以早期践行者对方法的

重视和强调必然会影响后来者遥 而在进一步熟悉该领

域后袁 许多研究者或许会追溯现象学哲学的源头寻求

给养袁又会遭遇现象学领域内尧特别是胡塞尔本人著作

的诸多野误导冶袁认为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袁因为现象

学大家 H.W. 施奈德教授也曾宣称院野胡塞尔的哲学彻

底改变了大陆哲学袁 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支配

地位袁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企图顺应现象学方法袁

并且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遥 它现在是高雅批评的绝对

必要条件遥 冶咱25暂所有种种袁最终导致了教育现象学内部

多将眼光局限于野方法冶视域袁未及思考这种视域的合

理性及其他视域的可能性遥

四尧现象学野方法论冶视域之合理性

哲学往往肩负着为科学尧为下游学科研究提供思

想引领和思维养料的作用袁而这种引领袁首先是对研

究思维尧理念上的影响袁其次才会具象到具体的研究

方法上遥 依此理袁现象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影响也应该

会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遥 那么袁以野方法论冶视域

观现象学袁是否是合理的呢钥 笔者通过对相关哲学历

程进行梳理袁尝试说明这种思路的合理性遥

渊一冤现象学的贡献首先是方法论的

现象学被称为哲学史上的野第三条道路冶[26]袁之所

以获得这样的地位袁 是因为现象学的核心主张切中了

西方哲学一直以来想要解决而始终未曾解决的一个关

键问题袁即存在与显现的关系问题袁用胡塞尔的话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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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就是袁现象学是野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渴望冶[27]遥 从

现象学对西方哲学发展的这一贡献的角度看袁 现象学

首先是方法论的遥

克劳斯窑黑尔德渊Klaus Held冤认为袁野哲学是从多

数人生活于其中的私人梦幻世界中的苏醒冶[26]遥 当一

个实事的存在以不同的显现方式展现自己袁哲学该如

何克服由这种情况引起的意见之争钥 对此袁黑尔德认

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三条道路院以巴曼尼

德斯主张的显现与存在具有共同属性的第一条道路袁

以笛卡尔将意识提升为显现基质的近代主体主义道

路袁以及现象学的第三条道路[26]遥

所谓巴曼尼德斯的第一条道路是指袁历史上很长

一段时期袁 西方哲学都依循着一个自明的理念在发

展袁即每一个显现都是关于某个野东西冶的显现袁哲学

的任务就是接近和追寻这个终极的野东西冶袁即探寻显

现背后的那个野本质冶遥 为何会有这样的自明理念钥 因

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袁先哲们就认为在各不相同的私

域世界之上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袁 这个世界是唯一的尧

永真的尧无遮蔽的袁恰如在我们这些纷繁琐杂的俗世

之上有个永真的上帝遥 巴曼尼德斯认为袁人的精神有

能力向这个共同的世界敞开我们自身袁而哲人的目标

就是追寻这个共同的世界袁就是透过层层迷雾尧接近

和追寻那个高高在上的野真冶遥甚至在中世纪经院哲学

时期袁 许多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论证上帝的存在遥

就是说袁在笛卡尔之前袁几乎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是无

野人冶的袁哲学家是通过野上帝之眼冶来定义人世袁上帝

的存在暗示了终极真的存在袁哲学的任务因着上帝之

眼的思路袁才会有柏拉图的理型及其分享说袁才会有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袁 才会有中世纪的唯名论尧

唯识论之争袁 哲学家企图以一己之思来解释上帝之

真袁才会出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鸿沟能否跨越尧如何

跨越的思考和争论遥

笛卡尔以野我思故我在冶确立了主体的第一性袁第

一次把人的主体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袁于是袁显现

方式不再是野实事冶自身之展现袁而成为精神本身的各

个特征展现给我的精神的方式袁 由此开启了二元论的

思维格局袁 也确立了主体之外的一个超越意义上的客

观世界遥笛卡尔的近代主体主义道路袁在破解上帝之眼

的同时为哲学的发展打开了镣铐袁 也把科学从思想的

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遥此后袁标榜与形而上学彻底决裂的

实证主义哲学迅速崛起袁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

学亦开始向各个领域高歌猛进袁 科学方法被规定为实

证方法袁 科学家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来观察和获取各

种现象袁分析与归纳其中的规律袁开始了一种以野第三

人称冶为主的研究范式袁即使在心理学尧认知科学尧社会

学等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亦不例外遥

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许多人陷入了

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野科学主义冶袁陷入所谓 野科学方

法冶的狂热崇拜之中遥可问题是袁科学方法自身的逻辑

缺陷被我们忽视了遥 人类科学认识这个世界袁其基本

模式是观察现象袁从现象中总结出一般规律袁再回到

实践中对其进行验证遥 可问题在于袁总结的关键在于

野寻找冶和野比较冶袁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哪个是一般规

律袁如何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它钥 如果我们

事先没有关于一般规律特征的认知袁如何对现象进行

比较钥于是袁问题又绕了回来袁还是千百年来困扰哲学

家的那个基本问题院现象与本质尧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问题遥 可见袁第一条道路的野上帝之眼冶和第二条道路

的野第三人称冶袁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遥 而现象

学的贡献恰恰就在于此浴

现象学通过彻底的悬置袁放弃对存在与显现关系

问题的表态袁而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对实事之显现袁野将

最后的发言权留交给实事本身和对实事的研究冶[28]袁

从而开启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未来之路遥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哲学前两条道路的特征袁

这句话可以是野透过现象看本质冶遥 即前两条道路都

自明地将本质预设在现象之后袁人们又必须野透过冶

现象去寻找这个本质遥 笛卡尔之前袁本质之真由上帝

保障袁人们经由思辨尧逻辑论证透过现象之重重迷雾

追寻本质袁是否能够寻到袁众说纷纭遥笛卡尔之后袁本

质是人的主体性所保障之客观世界之本质袁 人们面

对现象袁经由观察尧归纳尧检验通达本质袁但如何穷极

所有现象保证本质之无误袁 不可知论给出了最极端

的质疑遥

而胡塞尔敏锐地发现袁将本质预设在现象之后是

有巨大逻辑缺陷的袁而哲学恰好不能容忍这种逻辑缺

陷遥 他通过其现象学智慧袁告诉大家一个众所周知但

与野科学主义冶相悖的事实要要要野本质寓于现象之中冶袁

现象即是本质袁 我们所有的研究都需要从现象开始袁

并且仅仅需要从现象开始袁把握住现象袁就是把握住

了本质在某一情境下的表现方式遥 同时袁本质就在现

象之中袁所以袁我们可以直接与本质相遇袁当我们以悬

置之姿态将注意力集中于现象之上袁即集中于实事之

被给予袁就可以在实事之被给予中直观到其本质遥 该

直观不需要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归纳过程作为保障袁

该本质可以不经野科学过程冶与研究者直接面对遥在此

意义上袁现象学解决了野透过现象看本质冶的逻辑缺

陷袁其对哲学的贡献首先是方法论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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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现象学内部认同野朝向实事本身冶的方法论

现象学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袁一直表现出一种纷繁

复呈尧推陈出新的差别化特征袁但在具体表现千差万

别的背后袁 参与其中的学者又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特

征袁在这个意义上袁以野方法论冶层面观察现象学也比

野方法冶层面更为恰当遥

野现象学冶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多义的概念袁它

可以是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袁也可以是指舍勒的本

体现象学袁还可以是指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遥 随着

现象学影响的逐渐扩大袁 还出现了如感知现象学尧想

象现象学尧现象学自我学尧交互主体现象学尧生活世界

现象学尧社会现象学尧宗教现象学等诸多分支[29]遥 事实

上袁自胡塞尔之后袁现象学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发展方

向袁始终进行着各种不同的尝试遥 倪梁康在现象学史

家施皮格伯格的基础上梳理出了由宽及窄四个层面

上的现象学概念院包括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等人的

最广义的现象学概念曰包括海德格尔尧萨特尧伽达默

尔尧德里达等这些赞同现象学纲领并加以实施的思想

家的广义的现象学概念曰主要关注和研究意识现象的

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概念曰最严格意义上的胡塞尔的

现象学概念[30]遥

那么袁如何界定野现象学冶和野非现象学冶呢钥 现象

学家们一定会回答袁现象学是野朝向实事本身冶的[27]袁

野朝向实事本身冶 是要求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要返回

到直接的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袁返回到由这个最初的

来源引出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遥这是从方法论意义上

规定了现象学研究的目标尧起点和实现方式袁这被包

括胡塞尔尧海德格尔抑或任何一个现象学研究者所认

可和遵从遥

但是具体谈到野现象学方法冶袁现象学内部却没有

准确的界定和统一的认识遥 惯常所讲的本质还原法尧

先验还原法袁 准确地说应该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袁

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袁现象学方法更多的指的是诠释学

方法袁后继的现象学家在方法上一般都不再使用先验

还原法袁在具体的方法使用上也是各有创新遥 施皮格

伯格渊E. Spiegelberg冤在叶现象学运动曳一书中对现象学

方法进行了总结袁 给出了七个步骤院渊1冤 研究特殊现

象曰渊2冤研究一般本质曰渊3冤理解诸本质间的本质关系曰

渊4冤观察显现的方式曰渊5冤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曰

渊6冤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悬搁起来曰渊7冤揭示现象的

意义[25]遥而他本人也指出袁除了前三个步骤获得所有人

的认可外袁后面的一些步骤野只有一小部分人承认冶[25]遥

因而袁在这种情形下谈野现象学方法冶实质上是无确指

的袁其中任何一种所谓的野方法冶袁依然首先要在野方法

论冶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界定袁这个所谓

野方法冶体系或其中任何一个细节袁都必须建立在直接

面对本质的基础上才能被真正认识并把握遥

就哲学对下游学科的指引而言袁首先也会是在方

法论层面上对研究理念革新尧研究对象选择尧研究结

论解读等方面的宏观指导袁其次才会具体到研究方法

实施等应用层面袁从这个意义上讲袁以野方法论冶视域

观察现象学对教育研究的影响也是合理的遥

五尧野方法论冶视域下的教育研究

在野方法冶视域下借鉴现象学当然是可行的袁对现

象学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也的确为教育研究尧教育现象

学研究提供了诸多给养遥 但是袁方法的采用和具体实

施直接受上层方法论的影响遥在野方法论冶层面上解读

现象学对教育研究的影响会与直接执野方法冶有所不

同遥那么袁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钥执野方法论冶视域可

以给教育研究带来哪些不同的启示钥

渊一冤现象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野方法冶价值

在野方法冶视域下借鉴现象学袁教育研究的收获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院其一袁现象学现有的一些观点尧理

念和概念被借鉴用来充实和反思教育研究袁不少已经

成为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原则遥 例如院现象学的悬置原

则袁已成为教育现象学研究的一般性原则曰现象学的

野生活世界冶理论袁给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袁许多

研究者提出教育研究应该走向教育的生活世界曰现象

学话语体系中的众多名词袁 如交互主体性尧 情境尧体

验尧意义尧理解尧具身性等袁也逐渐成为教育理论和实

践中的高频词遥 其二袁现象学方法被加以改造和利用袁

构筑生成了教育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和程序遥 现象学的

诸多方法袁如描述性方法尧解释学方法尧现象学反思

等袁 为教育现象学研究的方法构筑提供了直接的给

养遥 目前教育现象学所遵循的一系列方法袁如追溯词

源尧对个人生活故事的访谈尧对生活的观察尧对生活体

验的描述尧解释性的反思与写作尧意义探寻与发掘等袁

都可以在现象学中找到源头遥 除了方法本身袁教育现

象学重视亲历的生活经验袁 强调从反思中把握意义袁

进行解释性的文本写作和思考袁这些与方法有关的研

究对象选择尧旨趣目标尧结果解读等袁也都源于现象学

的直接影响遥

以上对于现象学的吸收和借鉴袁基本都出于现象

学的已有主张和观点袁是从现有的现象学著作和文本

中析出的营养袁这是持野方法冶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遥

在野方法冶视域下袁我们的目光会自然而然地落到应用

层面袁考虑的重点集中在野用什么尧怎么用冶袁在行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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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袁 会很自然地在已有成果中寻找可用之物遥 但

是袁现象学至今仍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学问袁其能量远没

有被发挥完结袁其养分也未被挖掘殆尽袁如果能够通过

领会现象学的精髓袁 在方法论上直接引领教育研究的

思路袁 应该是在间接引用之外的又一条值得尝试的道

路遥 另外袁就地选材尧加工现成的做法往往容易使人忽

视其由来袁导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袁从哲学高度进

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袁 从根源上解释和领悟所借鉴的

内容袁更容易避免误解和误用以及实际运用中的偏差遥

由此袁野方法论冶视域的引入就显得非常必要了遥

渊二冤现象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野方法论冶价值及其

深刻性

方法论作为规范和厘清研究中探询程序的思维

方式袁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遥 这种思维方式和反思是

基于研究者对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哲学层次

上的思考袁包括理论以及对研究如何进行或必须怎样

进行的分析[31]遥 以野方法论冶视域看现象学袁不仅仅是

借鉴和使用袁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一脉上把握现象学之

要旨袁理解现象学之为何与何谓袁以更为超然的态度

领悟和把握现象学的精神要旨袁并在此前提下袁思考

现象学精神指引下的教育研究之何是与何所是遥 以

野方法论冶视域解读现象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影响袁不是

简单地从现象学已有成果中行拿来主义袁而是要求我

们将目光超越于现象学现有文本之上袁思考现象学的

哲学意蕴对教育研究方式的启示袁反思目前的教育研

究范式袁探究一种新的研究道路的可能性遥

1援 对教育研究野科学化冶的警醒和反思

以野生活世界冶为例遥 许多教育领域的学者借鉴和

引用过野生活世界冶的理论袁提出教育学应该回归生活

世界[21-22]袁课堂教学应该走向生活世界[23]袁德育应该回

归生活世界[24]等遥 但是梳理相关的研究论文会发现袁大

部分研究倡导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袁 是回归到儿童生

活于其中的日常经验世界袁其内涵与杜威的野教育即生

活冶类似遥 但胡塞尔野生活世界冶的含义是有两层的淤院

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袁 即日常经验世

界曰二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袁是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前的尧纯粹的尧前概念的直觉和

回忆的世界袁这才是一切存在的最终根基袁才具有存

在论的意义[32]遥 胡塞尔所说的返回生活世界袁更确切

地说是返回这个主观生活世界[33]遥 可见袁教育领域目

前对野生活世界冶的使用仍停留在表层袁是典型的野方

法冶视域下对现象学已有成果的借用遥

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袁并将其提升至自己哲学的

中心概念袁 目的在于提醒并批判现代科学导致的意

义的丧失和人的责任的放弃遥 胡塞尔认为袁在前科学

时代袁世界是被理解为野视域冶的袁前科学时代的研究

为研究对象保留了其在相关经验视域中的置身状

态袁科学反映着对各自生活视域的回溯链接袁例如院

几何学是与丈量土地相关联的袁 算数是与生活计算

相关联的遥 但是到了现代科学时代袁对象的置身状态

被斩断袁几何尧算数等所有的科学都从各自的生活境

遇中超脱出来袁形成了独立的科学世界遥 自然被设定

为一个理想的数字存在袁 世界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客

观产物袁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兴趣袁构造出不同

的主题化世界袁如几何世界尧数学世界袁并在这个世

界的界域内进行自己的研究尧生产所谓的客观成果遥

反观今天的教育研究袁这种科学化倾向也很明显院在

研究学生的阅读行为时袁 用测验成绩对应其阅读水

平曰在研究教师的教学行为时袁用观察量表中的条目

来核对教师的表现袁等等遥 实证主义的尧量化的野科

学冶研究方式袁在追求精密尧精确的同时袁独立出一个

数字化尧统计学的教育研究世界袁却斩断了它与真实

的生活意义的关联遥

野生活世界冶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袁在于其对现

代野科学主义冶的彻底揭露和批判遥 当然袁这种批判并

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袁而是指出现代科学的危

机在于将世界对象化尧客观化袁将世界理解为对象的

综合袁并将其作为科学的总体课题遥 显然袁将野生活世

界冶简单化地理解为日常经验世界袁无异于去掉了其

终极的灵魂袁只留用一个干瘪的外壳遥

如果仅从野方法冶层面上行拿来主义袁现象学对教

育研究的指导意义就很容易变得表面化尧甚至偏离或

曲解其原意遥只有方法论层面上把握野朝向实事本身冶

的精神要旨袁并追溯和理解所借鉴的概念的所然及其

所以然袁才能汲取现象学真正的养分遥

2援 为教育质性研究奠基和开辟道路

目前主流的教育研究范式以思辨为主袁 近年来实

证研究渊Positive Research冤于受到推崇遥 现象学在方法

论上给予我们的就是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

式袁为教育研究坚守一个重要的视野和思路遥

淤胡塞尔本人并未给出野生活世界冶的确切定义袁我们只能通过考察他对该概念的使用来把握其内涵遥

于实证研究渊Positive Research冤与实征研究渊Empirical Research冤不同遥 在本文中实证研究是指基于实证主义的袁推崇使用自然科学研

究范式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范式袁而实征研究是指基于经验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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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袁现象学精神是某种能够野赠

予我们以道路之可能性的东西冶[28]袁 这种可能性袁是

野返回到直接的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袁 回到由直接的

直观带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冶[25]袁 这条道路既不同

于野上帝之眼冶对形而上的苦苦追寻袁亦不同于宣扬人

的主体性后以客观的野第三人称冶对对象世界进行拷

问追查袁而是回归实事袁以宛若新生的眼光用野第一人

称冶与实事进行新鲜的遭逢浴

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袁 教育研究需要面对实事本

身袁而这些实事是以生活世界来铺陈的师生真实尧丰富

的生活经历袁这样的生活经历需要被原原本本的描述袁

而不是用概念进行抽象袁 或者用数据替代曰 面对实事

时袁研究者需要将已有的概念体系尧理论架构尧研究假

设等全部悬置袁以赤子之心重新看待实事本身袁并且把

发言权仅仅留给实事本身曰在对实事的直观中袁意义与

实事是同一的袁意义就存在于未被分析的体验之中袁研

究者需要将自己置身到相同的境遇中感知研究对象眼

中的世界袁方能感知实事尧理解体验尧寻获意义遥

这样的纲领性引领袁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科学主义

的教育研究迷途袁开启和确认一种完全不同于思辨研

究和实证主义研究的教育研究格局遥 教育研究的视野

和对象被扩大至教育的生活日常袁包括在其中显现出

来的意识尧体验尧经历尧情感尧思维尧行为等一切丰富多

样的实事袁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命题或数字化的统计

数据曰教育研究的方法可以是基于本质直观的质性研

究手段袁 而不再仅仅是学院式的思辨或量化研究曰教

育研究的结果可以不再纠结于样本的数量尧 代表性袁

以及研究结果的解释性尧可复制性尧可推广性等问题袁

于个例中把握教育本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有了哲学

依据遥 至为重要的是袁我们对教育之真的追寻在哲理

式的思辨之外袁在野假设要检验冶尧由个别至一般的科

学实证路线之外袁亦可以从对教育实事的直观中予以

把握袁这无疑为众多的质性研究方法奠基袁同时袁开启

了更多的研究方式的可能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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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r "Methodology":

The Role of Phenomen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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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phenomenology is a new branch in education. However, till now, most

researchers regard the phenomenology as a kind of method and use it to carry out experiential researches

in education. The reasons may be the misunderstanding caused by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itself and

the intentional emphasis of the early practitioners of educational phenomenology. As the "third wa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phenomenology should have its "methodolog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menology, methodology comes

first, followed by method. If phenomenology is used for reference from the aspect of "method", it is easy to

be superficial and deviant. 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essence of phenomenology

can be grasped fundamentally, and the possible crisis brought by the scientific tendenc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can be reflected,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and opens up the way for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education. Therefore, phenomenology in both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henomenolog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methodology rather than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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