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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袁以野起尧承尧转尧合冶为关键词对布鲁纳以野教育过程冶和野教育文化冶引领的教育与心理

研究的野认知转向冶和野文化转向冶的历史与逻辑进行了解读袁展现了他如何从一个纯粹的认知心理学家跨界到教育领

域袁并力图在教育研究中建立起教育学与心理学平等对话的桥梁袁进而通过对野文化冶概念的深入理解最终成为一位横
跨心理学与教育学且能在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对教育本质进行探索的教育学家曰同时袁考察了 20 世纪教育学与心理学
之间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遥 研究发现袁教育学在借助心理学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后袁一步步逐渐摆脱对心理学的依附袁恢
复自己的学科主体地位袁并尝试把野科学冶与野人文冶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熔于一炉袁从而开辟教育研究的新天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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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 20 世纪教育与心理研究的历史上袁 布鲁纳

渊1915要2016冤 是一位集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于一身
的特殊人物遥 自 20 世纪初以桑代克为代表的职业心
理学家转向教育以来袁教育的科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
百年的历程遥 作为一位出生于 1915 年的学术常青树袁
布鲁纳亲身经历尧亲自参与甚至引领了过去百年教育
改革的实践探索袁 用自己的生命史见证甚至塑造了
20 世纪教育与心理学术发展史 [1]遥 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袁回望布鲁纳学术思想的演变与发展袁不仅可以为
理解 20 世纪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

系提供一面野镜子冶袁而且还能为展望下一个百年提供
方向遥 布鲁纳几乎以一己之力袁引领了从教育过程到
教育文化的两次重大转向遥 如果从时间向度上回望这
两次重大转向袁野起尧承尧转尧合冶四个字在很大程度上
展现了这两次转向的基本逻辑遥

二尧起院基于野心理的科学冶构建野教育的科学冶
野20 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

世纪袁回顾这段风起云涌尧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袁人们
不免惊呼其为耶躁动的百年爷遥 冶[2]透视这段风云激荡的
历史岁月袁可以发现袁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
文明演进的一股重要力量袁在历经了进步主义尧要素
主义尧 永恒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不同流派的纷争后袁呈
现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地变动袁由此激起了一波又
一波教育改革的新浪潮袁最终将人类社会文化与教育
事业的发展推向了新境界遥 在这段此起彼伏的教育变
革浪潮中袁对教育研究与实践科学化的诉求无疑贯穿
于整个变革之路袁而其具体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不同历
史时期以教育研究的心理学化和教育实践的技术化
为主轴展开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院从肇始于行为主义的
教育研究之野动物隐喻冶袁到后来基于认知主义建立起
来的教育研究之野机器隐喻冶袁再到如今建基于学习科
学之上的教育研究之野生命隐喻冶袁无不是在这一探索
之路上结出的硕果遥
在谈及 20 世纪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时袁 理查
德窑梅耶渊Richard Mayer冤曾以野单向道尧死胡同尧双向
道冶三种路径表征心理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3]遥
20 世纪初袁桑代克吹响了心理学家转向教育的号角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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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在心理学的地基上构建教育科学的大厦遥 其结果
是以教育心理学取代教育学袁最终消解了教育学自身
的合法性遥 而这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遥 因此袁20 世纪上
半叶袁行为主义心理学指导教育学的野单向道冶模式很
快便将教育研究的科学进路带入了野死胡同冶遥 20 世
纪 60 年代袁 新兴的认知革命接续了即将陷入穷途末
路的行为主义袁为继续基于野心理的科学冶构建野教育
的科学冶注入了一针野强心剂冶袁并汲取历史经验袁在一
定程度上有所改弦更张袁建立了教育学与心理学二者
协同发展的野双向道冶模式遥 正是在这一时期袁作为心
理学领域内认知革命发起人之一的布鲁纳登上了历
史舞台袁开启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新道路遥 他于 1959 年

在伍兹霍尔召集了 36 位全美一流的学科专家尧 心理
学家尧教育学家及教学媒体专家袁共同探讨美国教育
改革事业的未来走向[4]袁引领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课
程与教学改革运动遥
伍兹霍尔会议是布鲁纳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初次

与发展的脉动袁在当时的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
索中得到了广泛响应[6]遥 后世有论者指出院野就是这样

一本按结构主义来表述知识的形成袁以直觉主义来描
述学习过程的教育书籍袁竟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当道
的情形下吸引了一大批教育管理者尧一线教师与理论
研究人员的热切关注袁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未来教育研
究与理论发展等方向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遥 冶[7]当时的
教育管理者与决策者纷纷将叶教育过程曳视为改革的
思想指南袁他们以书中所描绘的野结构式教学冶野发现
式学习冶野螺旋式课程冶等为蓝图袁掀起了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课程改革的热潮 [8]袁其影响遍及世界袁且至今
都没有止歇袁不断发出历史的回响遥

三尧承院推动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平等对话
20 世纪 60 年代后袁以布鲁纳为代表的一批认知
心理学家在努力探索学习奥秘的同时袁开始逐渐关注

涉足教育领域袁并以认知结构论的思想系统地对与学
习相关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遥 在会议研讨过程
中袁布鲁纳综合各与会专家的观点袁摒弃了过去行为
主义 流派对于 学 习 研 究 所 持 的 野 白 板 式 冶 渊Tabula
Rasa冤心灵认识论袁转而以学习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

教育领域中影响心理研究的各类教学因素袁教育研究
开始从心理学本位渐次转向教育学本位袁即关注的主
题从心理学的范畴向教育学本身聚焦遥 具体来说袁与
早期仅仅以认知心理学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学习袁并以
此提炼相关学习理论的做法不同袁布鲁纳在这一时期

为基点袁并结合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之结构学说的临
床发现袁对学习过程中的原理式结构尧直觉性思维与
内驱性动机等一系列认知心理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袁
首次以认知心理学的笔触来勾勒教育研究的新科学
图景袁最终创造性地产出了按结构主义认知观进行知
识表征的新教育理论遥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袁理查德窑
宽茨渊Richard Quantz冤才认为伍兹霍尔会议不仅将布
鲁纳推到了认知取向之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沿袁由此撑
起了彼时课程与教学改革运动的大旗曰 更为重要的

开始对 野人类学课程冶野本国语教学冶野课程制定与评
价冶等一连串教学问题进行探讨袁强调在教育学中建
立教学理论的必要性袁并以此来突破传统教育心理学
家用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与概念范畴来构建教育理论
的路径依赖袁 进而产出专属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尧概
念范畴尧话语体系与理论架构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教
育学摆脱了自桑代克以来对心理学的依附遥 由是观
之袁从野学习冶到野教学冶的演进不仅表明了一位躬耕于
认知原野的心理学家试图了解教学问题的心迹袁而且

是袁它还凸显了认知心理取向的教育研究开始正式登
上教育科学化进程的历史舞台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教育研究之科学基础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激进行为
主义与实验心理学向认知心理学的范式转变袁进而引
领了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认知革命[5]遥

还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布鲁纳从一位专注于认知研
究的心理学家向专注于教学研究的教育开拓者转变
的教育情怀遥
布鲁纳对教学问题的聚焦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之
一袁就是论证了在教育学中建立一门处方性教学理论

理的科学冶构建野教育的科学冶的又一成功尝试与典范
之作袁且对前人有所超越和发展遥 虽然叶教育过程曳只
是布鲁纳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初涉教育领域的处女作袁

关注往往不受人待见遥 冶[9]而布鲁纳一改当时行为主义
和认知主义取向下的教育科学研究仅仅只是心理科
学理论在教育领域单向应用的范式袁不仅主张心理学

伍兹霍尔会议结束后袁作为会议主席的布鲁纳集
各与会专家观点于一体袁编撰了叶教育过程曳一书袁阐
明了其在教育研究中秉承的认知结构立场遥 叶教育过
程曳是第一部使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全面阐
述教与学问题的学术著作袁是继桑代克之后袁基于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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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因其准确把握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教育改革

的可能性尧 必要性和重要性遥 罗伯特窑格拉塞渊Robert
Glaser冤 曾经指出院野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到 50 年代
末袁心理学家往往专注于学习理论与技能训练的基础
研究袁通常并不关心教学材料开发与学习作业研究等
实践性问题曰在纯粹的心理学部门那里袁对于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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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理论需要走进教育实践袁接受教育实践的拷问
与检验袁 还认为应该以处方性的教学理论为核心袁基
于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现实经验袁实现教

学的源泉不在心理学袁而在教育实践本身[16]遥 而布鲁
纳则在杜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院 教育实践不仅是
心理学的试验田袁 更应该为认知研究提供富有挑战

育学自身的理论建构与独立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袁从而
让教育学获得自生的能力袁 真正摆脱对心理学的依

性的研究议题遥 这不仅是对杜威前述思想的承接与
发展袁 而且无疑在眼光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自桑代克

附遥 这样一来袁便可以建立起一个头顶心理科学袁立足

以来的历代职业心理学家遥

教育实践袁由描述性的学习理论和处方性的教学理论
构成的双向流动的横跨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连续

统 [10]袁从而彻底重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力量格局袁恢
复教育学的主体地位袁同时摆正其与心理学的关系遥

在对教学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袁布鲁纳明确区
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袁即描述性的理论和处方性
的理论袁并界定了作为描述性理论的学习理论与作为
处方性理论的教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与关联袁为教学理
论的确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石[11]袁从而在教育心理学之
外开辟了以教学理论为核心构建教育科学体系的新
道路遥 他认为袁野学习和发展的诸多理论袁是讲述描述

四尧转院揭示教育研究之文化属性的初步尝试
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从野学习理论冶到野教学理

论冶的递进发展是布鲁纳作为一位探索认知过程的教

育与心理学者为掌握教育问题而所作的努力[17]袁那么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教育文化研究则是布鲁纳从认知

心理研究的书斋走出来袁进一步走向广阔的教学实践
的绝佳范例袁 标志着其对教育研究所秉承的心理学
本位的野认知结构冶逻辑已开始向教育学本位的野文
化实践冶范式转变[18]遥 这使其在从心理学家向教育学
家的转变之路上更前进了一步遥 异于先前采取的唯

性的东西袁而非规定性的东西袁这些理论告诉我们在
某一事实出现之后发生了什么袁是一系列描述事件基
本机制的约束性条件曰而教学理论要论述如何能够使
人们想教的东西最好地被学会袁这就要改善学习方法
而不是描述学习过程袁 是一组促进概念发展的方法

认知马首是瞻的思维方式与理性逻辑袁此时的布鲁纳
一反之前独尊认知结构说的立场袁把对教育的考察置
于视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之中 [19]遥 他指
出院野当我第一次踏上教育研究的征途时袁首先觉察到
的就是需要对我们的课程进行改革袁基于某种心理表

论遥 一方面袁教学理论的发展受学习理论的约束袁需同
对应的学习理论相一致曰另一方面袁教学理论旨在促
进学习效能的最优化袁进而又能反哺于对学习规律的
科学认知冶[12]遥 基于这样的立场袁布鲁纳进一步指出院
野脱离教学理论的发展袁心理学是非常空洞的袁一如不

征的结构理论设计出能忠实地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
科学课程曰 然而现在袁 我不能苟同于这种自上而下
渊Top-down冤 的结构模式噎噎尽管我们能在理论上构
建出这种课程模型袁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它却不能得到
多数一线教师的青睐遥 冶[20]究其原因袁布鲁纳认为袁野纯

统的构建以及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无缝对接袁 还开创
了教学心理学研究的新纪元袁 为教育学与心理学的
平等对话提供了新的学科平台[14]遥 布鲁纳曾回忆说院
野由于心理学高高在上地指导教育学的俯视模式占
据着教育研究的主导地位袁 教育的科学研究在某种
程度上被简化甚至蜕变为心理学理论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曰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袁在耶真正爷的心理学家
眼里袁教育学还不过是一个耶二级爷学科袁和心理学不
可并肩而立袁 全然没有意识到鲜活的教育实践不仅
是教育科学的真正源泉袁 也是心理科学的重要源

社会的孤岛冶[21]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为突破认知取向的教育观导致的
简单狭窄的研究视野袁布鲁纳将文化理念引进到教育
研究的学术道路上来袁 开创了在文化范畴下思考教
育尧认知与社会文化相关性的先河遥 事实上袁在早期的
认知取向的教育观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实践的反诘后袁
布鲁纳就一直在反思教育的文化适切性问题遥 他指
出院野究竟是我们的学习理论错了呢袁还是在此前提下
的教学理论出问题了袁抑或是将教育理论应用于学校
教学实践的某个中间环节发生了纰漏噎噎然而直到

关注生长之本质的教学理论一样袁都是空洞而没有意
义的遥 冶[13]
布鲁纳在这一时期对教学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力
地推动了从野学习理论冶到野教学理论冶这一理论连续

泉遥 冶 [15]这不由令人想起袁20 世纪 20 年代袁当心理学
在教育研究领域内长驱直入袁 大有取代教育学之势
时袁杜威在叶教育科学之源泉曳一文中的观点院教育科

粹认知取向的教育观存在着严重不足袁它脱离社会文
化的发展袁抽象地尧孤立地考虑教育袁将教育简化为学
校袁再将学校化简为课程曰依照这种简化主义的认识
论袁教育变成了学校的专利袁学校变成了一座脱离了

现在我才发现袁人类的心理尧精神活动并非是一场拒
斥文化内容与社会实践的心灵独角戏曰文化通过主体
经验形塑心智袁为人类的认知活动与智力发展提供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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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工具包渊Toolkits冤遥 这样一来袁教育所要关切的就

视袁布鲁纳建立了一种新的教育认识论袁即不再把教

不仅是剥离文化内涵的认知表征与知识结构袁 还应囊
括塑造人类心智的社会文化遥 冶[22]从这段话中袁我们不

育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的科学事业袁而是将其视
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25]遥 在这项特殊的科

样合法的研究对象遥 这表明他不但承认了教育哲学家

人类心灵的一把钥匙袁因而是能够使心理研究中产出

难发现袁布鲁纳通过对教育适切性的分析袁把社会文化
要素纳入教育研究的范畴袁 使其变成了一个与认知一

杜威早年指出的教育具有的心理学与社会学之双重性
质袁恢复了教育研究中人文取向应有的地位袁而且还试

的各种观念得以真正焠炼的试金石[26]遥 依据这种文化
范式来重新厘定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袁我们就

图把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层面上的教育研究与人文取向

会发现院教育学并不仅仅只是心理学的试验场袁更不

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熔于一炉袁 在教育研究的

是科学心理学的野二级附庸冶袁因此袁也就显然不能只

疆域内打破斯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指出的普遍存在于
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内的野科学冶与野人文冶这两种不同

性质之文化的对立袁为教育研究创造一种野科学冶与野人
文冶交相辉映尧相得益彰的新生态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袁
布鲁纳不仅由此开启了心理学继从行为转向认知之后
从认知向文化的第二次转向袁 而且还引领了教育理论
建构从认知向文化的转向袁 即将在心理学与教育学二
者关系的重构上取得实质性突破遥

五尧合院推动教育与心理研究的野文化转向冶
沿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创的文化研究之路袁布鲁
纳在推动教育与心理研究的文化转向之新征途上执
着前行袁终至结出了野教育文化冶这颗硕果遥 野教育文
化观冶虽是布鲁纳学术生涯晚期的成果袁但同时也意
味着其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已从心理学本位向文化学
视 角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的 转 变 遥 埃 伦窑拉 格 曼 渊Ellen
Lagemann冤 曾指出院野过去教育学借助科学心理学的
研究规范来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与学科地位袁 教育
学的科学化在很大程度上便被简化为心理学化袁教
育心理学在一定意义上便被视为耶教育的科学爷的化
身遥 当然袁这对于提升一个学科的科学化水平而言本

无可厚非袁也很有必要曰然而袁由于教育学长期以来
依赖科学心理学界定教育的研究主题袁 进而使心理
学逐渐占据了教育研究的核心位置袁 教育学最终却
落下了一个耶后娘养的孩子爷的别称遥 冶[23]而到了野教育
文化冶这一时期袁布鲁纳提出院野对于教育之理解袁乃
是对于文化及其目的理解的一个函数曰 只有在范围
更为宽广的文化脉络中来思考社会所挹注的投资是
什么目的时袁对于教育的理解才始有可能遥 冶[24]历经百
年的不懈探索袁 教育研究终于完成了对教育研究科
学化之路上单纯走向教育心理学化的纠偏袁 达成了

野目的冶与野手段冶的统一袁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
转化遥
正是通过对教育尧心理与社会文化关系的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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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文化事业中袁由于教育本身所天然蕴含的社会文
化属性袁它既是理解社会发展的一个入口袁也是打开

是以心理学的规范来界定教育学的研究主题袁更不能
像 20 世纪初以桑代克为代表的一批科学主义至上的

心理学家那样袁 简单粗暴地用心理学来取代教育学遥
相反袁对于人类心灵的理解需要置身于由教育所负载
的文化 情境 下才有意义袁因为袁文化不仅在微观层面
上为心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习资源袁并
且还在宏观体系上为我们建构关于世界与自我的意
义供给了工具性支架与社会性经验[27]遥 而这正是继承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维果斯基学派的心理学家
坚持的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观点在教育研究上
所坚持的基本立场遥
站在这一文化取向的研究立场上袁 布鲁纳认为袁
未来心理学的主题也许就不再是如何在剥离文化内
涵的心智范畴中开拓认知的智力场袁而是在深刻理解
野教育冶 之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帮助学习者建构各种不
同的具有自我行事渊Self-agent冤与意义生成渊Meaningmaking冤功能的情境脉络[28]遥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袁
埃德温窑哈钦斯渊Edwin Huchins冤才认为袁野以往的认知
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在实验室之外开展的田野研
究往往是以应用为导向的袁因此袁文化的属性也就被
限定在纯粹心智研究的边缘性位置遥 然而事实恰恰相
反袁我们只不过是以某种认知实践的文化研究来洞察
这个真实的世界曰 借由心灵叙事理解的文化实践袁我
们不仅能够把握现在的世界袁而且还能在过去尧现在
与未来之间建构起意义的关联冶[29]遥 因而到了野教育文
化冶这一阶段袁布鲁纳积极发展心理研究的文化建构
论袁主张用文化心理的研究模式来协助儿童构建关于
野自我冶与野世界冶的理解袁用意义生成的形式帮助学习
者实现原有经验的改组与改造[30]遥 这一立场显然被新
兴的学习科学所继承与发展遥 新一代的学习科学家不
仅承认学习固有的社会文化历史属性袁而且强调对学
习的本质理解只有在学习发生的地方尧只有在人身上
才能够真正完成遥
至此袁我们可以发现袁通过回望布鲁纳在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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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领域内漫长的学术生涯袁 挖掘其思想转向背
后野起承转合冶的内在逻辑袁不仅能够大致揭示其教
育研究的心路历程袁更能够进一步认识 20 世纪教育

反哺于人类心灵的文化研究袁以人的发展为锚点袁把
教育研究和心理研究熔为一炉袁 重构了教育学与心
理学之间的关系遥

学与心理学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袁 并把握其未
来可能的基本走向遥 在野起冶的阶段袁布鲁纳以心理学
家的眼光来审视教育袁 在认知研究的视域下对与教
育相关的一系列心智概念进行描述袁 进而以心理学

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规范来界定教育学的概念范畴遥
在野承冶的阶段袁布鲁纳在认真思考心理学与教育学

六尧结 语
作为一位出生于 1915 年的老者袁 布鲁纳已于

2016 年走完了一百年的生命历程袁 不仅亲身经历了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实践袁 而且还亲身参与
了其中的教育改革运动遥 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

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袁 强调在教育研究中建立一门称

对教育本质的追索袁对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思

之为规范性教学理论的必要性袁 并基于先前所描述
的学习理论尝试建立了一套结构主义的教学理论袁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教育学摆脱了对心理学的依附袁
恢复了教育学的自主性遥 在野转冶的阶段袁布鲁纳通过
把文化概念引入教育领域袁 将教育研究的范畴由原
先独奏的认知加工扩展至心灵栖息的社会文化之
中袁开启了教育文化研究的新尝试袁进一步增强了教

考袁沉淀了百年的智慧袁是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袁对于
开辟 21 世纪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新天地尧 对于创
造更加美好的教育这一人类的文化实践袁具有重要意
义遥 对于一位已逝的百岁老人来说袁发掘其学术思想
的当代价值袁是对先贤最高的敬意尧最真的倾慕和最
好的怀念袁更是走向未来的基石遥 本文基于百年回望
布鲁纳展开的深度解读袁仅仅是一个初步尝试遥 未来袁

育研究的主体地位遥 到了最终野合冶的阶段袁布鲁纳以
教育嵌入的文化情境作为起点袁 让心理研究直面人
类生活的文化实践袁 最终以教育的社会文化属性来

我们期望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遥 我们也有理由坚
信袁在开辟未来教育的道路上袁人们会不止一次看到
布鲁纳的身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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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ducational Process to Educational Culture:
Centennial Retrospect of Jerome Seymour Bruner
ZHENG Xudong1, CHEN R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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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opening, developing, changing and
concluding" as the key words to interpret Bruner's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guided by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educa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logic led by "cognitive turn" and "cultural
turn"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how Bruner has developed into an educator from a

pure cognitive psychologist, who has tried to establish a bridge of equal conversation betwee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based on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found that
pedagogy gradually gets rid of its dependence on psychology after realizing its scientific nature with the
help of psychology, restores its subject status, and attempts to fuse thes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of "science"
and "humanity", and consequently, promot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branch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Keywords] Jerome Seymour Bruner; Centennial Retrospect; Educational Process; Educational Culture;
Opening,Developing, Changing and Co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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