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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贡献是将结构主义认识论推向了巅峰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特别强调知识与思

维的内在一致性袁而这一点被学界忽视了遥文章从知识与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观点出发袁借助比格斯的 SOLO模型袁说

明高阶思维体现在思维内容的相关性尧结构的丰富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三个方面遥 且因设计思维天然地具备情境性尧结构

性和人文性三个方面特征袁符合高阶思维发生的基本要求袁所以是一种发展高阶思维的有效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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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探索院野发生冶视角中的思维及其深度

无论从人类认识世界的角度袁还是从人的思维教

育的角度袁对思维及思维深度的发生机制的研究都有

着重要意义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渊哲学冤中的一个基本

观点被学界忽视了袁这就是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

问题遥 在此观点的基础上袁野人的发展冶问题实则可以

转化为人的思维渊能力冤的发展问题遥下面通过梳理皮

亚杰发生认识论观点袁为本话题的展开提供依据遥

渊一冤在思维的诞生地谈思维的发生

1. 运动是思维的诞生地

皮亚杰认为袁 知识不是源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袁

也不是源自业已形成的客体袁而是源自主客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1]遥 这种相互作用实质上产生于主体的运动

渊或动作冤遥 没有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运动袁仅靠被动的

感性直观袁是不可能产生思维的[2]遥思维是运动的内在

形式袁运动是思维的诞生地遥

在皮亚杰所称的运动中袁主体具有能动性袁这一

点与许多哲学家对主体的看法相同遥 马克思的野类主

体冶即是建立在能动性考虑之上的[3-4]遥海德格尔的野此

在冶袁胡塞尔的主体野意向性冶袁都有野能动性冶的意义遥

皮亚杰认为袁 当主体意识到自身是认识的来源时袁运

动被彼此关联并得到协调遥个别运动组成的运动协调

组织就是运演遥 它朝着两个方向发展院一是主体的内

部协调袁它把主体运动彼此联系在一起袁产生逻辑数

学经验曰二是客体之间的外部协调袁是与客体之间相

互作用的协调袁产生物理经验[1]遥任何运动协调的前提

都是源自主体的能动性遥 主体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袁

不是被动的袁而是主动的尧积极的运动[5]遥简而言之袁个

体的经验积累是从感性经验到物理经验再到逻辑数

学经验遥 思维发生于运动袁亦发展于主体所形成的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逻辑数学经验之中[2]遥

2. 思维是逻辑的动态运行

皮亚杰认为思维应该是野被建构的冶[1]遥 逻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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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得以显现的结构是逻辑数学范畴的结构袁即思维

结构遥根据熊哲宏教授的介绍[6]袁对几个关键概念作如

下解释院渊1冤逻辑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遥前者是主体自

身独有的范畴袁存在于认识主体的头脑中袁或者是观

察者构造的理论实体中曰它起源于主体的运动袁并经

过主体对运动的反身抽象和平衡等协调过程而产生遥

后者能够体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袁是二者相互作

用的产物曰它与主体的运动相关袁存在于主体运用逻

辑数学范畴同化外界经验材料中袁或者存在于主体将

逻辑数学范畴归因于可观察的事物中袁是通过逻辑数

学结构的重构来获取因果性结构的袁可见逻辑数学范

畴是物理范畴的前提袁 物理范畴从属于逻辑数学范

畴遥 渊2冤 运演是在协调不同的运动时预期的一种关系袁

逻辑就存在其中曰 逻辑动态运行中的逻辑指称任何一

种逻辑袁它是野以抽象形式渊类尧关系和命题冤表达出来

的实际耶运演爷袁把这种运演化为符号的形式冶遥 皮亚杰

认为袁野逻辑的对象或内容总是与人的实际思维有关袁

而实际思维不过是动作冶[1]遥 皮亚杰所谓的思维是指一

种动态的操作动作袁指向了过程袁亦是逻辑数学范畴和

物理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运动袁如图 1所示遥当逻辑

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被区分开来袁 二者之间则建立起

了某种平衡袁 而建构这种平衡的过程就是逻辑的动态

运行的过程遥逻辑是思维运动的形式化袁开始于不可逆

的运动袁从不可逆到可逆袁再经过长期的演化协调以达

到平衡状态袁不断逼近皮亚杰所说的野科学思维冶遥

图 1 思维的发生过程

3. 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

无论从客观静态还是从野发生冶的角度来看袁没有

离开知识的思维袁也没有和思维无关的知识遥 二者的

内在一致性体现在院一方面袁在物理经验和逻辑数学

经验发生的当下袁前者从属于后者袁这种野从属冶带来

规定性的发生遥当物理经验同化在逻辑数学经验的形

式框架中袁就产生了客体的知识 [7]遥 知识是野被建构

的冶袁 是主体在对客观事件之杂多借助逻辑 渊数学范

畴冤之规定性野建构冶得到的袁物理经验只有在被逻辑

数学经验的野同化冶之中袁才会有知识的发生遥 另一方

面袁逻辑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分别又被称之为内源性

知识和外源性知识遥内源性知识和外源性知识均指向

认知发生的野当下冶袁是知识发生的那个野当下冶形态的

一体两面曰 在内源性知识和外源性知识发生的当下袁

二者互补袁共同导致知识的发生遥

从逻辑的领域特殊性渊Domain-specificity冤出发袁

可以辅助理解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要要要思维基

于具体领域的知识而发生袁并重构领域知识遥 皮亚杰

的早期理论关注认知发展结构的普遍性袁后期开始关

注具体知识领域的知识建构及其一般性问题[8]遥 一方

面袁逻辑数学范畴中的野结构冶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和

普遍性的价值曰另一方面袁这种野结构冶来自具体的逻

辑数学经验袁在此意义上具有领域特殊性遥 不同于纯

形式逻辑渊包括思维形式尧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或结

构冤袁皮亚杰所说的辩证逻辑不仅涉及思维的形式渊分

类尧系列化和对应关系袁演绎的系统等被抽离于所有

内容之外的逻辑冤袁而且涉及思维的内容渊由概念以及

组成概念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概念的整体冤[6]遥逻

辑的领域特殊性体现在院逻辑与内容之间存在内在一

致性袁因而袁逻辑总是与意义有关袁意义又需借助逻辑

被说明遥逻辑数学范畴中结构的重构是通过已有的思

维结构去重构物理范畴中的结构袁 即逻辑的动态运

行袁由此产生逻辑的结构化曰逻辑的结构化带来逻辑

的结构知识袁因而袁物理范畴中的结构产生或重构同

样伴随着逻辑的结构化的发生袁并将这种结构应用于

客体遥 知识的产生来自逻辑冲突发生后袁逻辑动态运

行带来的新结构袁这是个自发的过程遥 知识支持思维

的发生袁思维促进知识的生成袁其关系由物理范畴和

逻辑数学范畴之关系来决定袁一方面可以认为前者从

属于后者袁 另一方面又可认为二者互为前提和结果袁

具有内在一致性遥

4. 知识尧思维与人的发展

知识可以分为已知领域知识渊人类已有的对世界

万物的认知袁 这种认识会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更新冤

和未知领域知识遥 人的发展是知识财富的积累袁即伴

随着对已知领域知识的习得袁也伴随着对未知领域知

识的探索遥无论是知识的习得还是探索都离不开人的

思维袁尤其是高阶思维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对知识的创

造遥 在逻辑的动态运行中袁无论是物理范畴抑或是逻

辑数学范畴都在不断地重构袁皮亚杰认为图式的重构

存在同化和顺应两种类型遥 传统的教育实践中袁人们

更关注已知领域知识的积累袁而忽视了培养人们探索

未知领域知识的能力曰现在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思维教

育袁大谈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并多提议开设独立的思维

教育课程遥 而在本文看来袁抽象的脱离特定知识领域

的思维教育袁实则是不合理的遥 人的教育与发展应该

建立在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之上袁只有在二者融

逻 辑 数 学 范 畴

渊思 维 结 构冤

逻 辑 的 动 态 运 行 逻 辑 的 动 态 运 行

物 理 范 畴

渊因 果 性 结 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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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基础上开展对人的教育袁才最有可能顺利逼近人

的内在品质发展的教育本质遥

渊二冤高阶思维野发生冶的分析

路易斯渊Lewis冤等人总结了已有研究对高阶思维

的理解院在哲学上袁高阶思维包括逻辑推理和批判性

思维两个主要类型曰在心理学上袁高阶思维指向了真

问题渊Genuine Problem冤的解决袁此类问题中涉及的要

素非常复杂曰更普遍的观点认为袁不同于一般思维只

需机械地应用先前获得的经验袁高阶思维需将独立的

经验联系到一起去寻找解决方案袁并且这种联系曾经

从未发生过[9]遥

对于人的发展的认识袁必须从知识开始袁这是学

界的共识遥问题是袁如何从知识走向能力袁走向人的整

体的内在品质的发展袁是学界面临的一大困扰遥 已有

关于知识尧思维尧高阶思维的研究中袁存在以下两大问

题院渊1冤 将知识与思维相分离的现象明显遥 当前人们

对野人的发展冶的大多数讨论肇始于布卢姆尧加涅等人

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遥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体系为

例袁其认知领域尧动作技能领域尧情感领域的划分体系

中袁并不见野思维冶的踪影遥 安德森修订后的教学目标

分类体系袁 将目标继续分为知识和认知过程两个维

度袁依然对野思维冶若即若离遥 其原因是这种只涉及知

识类型和掌握水平袁忽视思维发展的认知心理学野知

识观冶是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广泛态度袁难以超越遥

例如院修订版中虽引入了野广义的知识观冶袁也仍然是

将思维一股脑儿地埋藏在野知识冶概念之中袁未能对知

识与思维的内在关联进行有效的解析[10]遥 加涅的学习

结果分类理论对其进行了一些改造袁使之有了思维的

影子遥例如院描述的认知策略是一种特殊的智慧技能袁

而智慧技能是野运用概念规则对外办事的能力冶袁包括

辨别尧概念尧规则尧高级规则四个层次遥但是袁这种描述

本质上还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传统野知识观冶袁没有对

知识与思维关系进行刻画遥 渊2冤已有研究对高阶思维

的解释袁亦缺少可信的基础理论支持袁较多采用的是

等同概念界定的方法袁或是对其所要做尧所能做的事

情进行描述袁指向高阶思维业已达成的状态遥 这些把

握方法皆忽视了对高阶思维发生的野当下冶的关注袁也

错过了对高阶思维发生机制的理解和本质的把握遥为

解决这个问题袁聚焦知识与思维关系的讨论具有非常

重要的价值遥

从野发生冶视角看思维的深度袁对高阶思维内涵的

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院

1. 思维内容的相关性

讨论思维内容的相关性是为了反对孤立尧机械的

知识观及思维观遥思维内容的相关性至少体现在两个

方面遥一方面袁知识情境对思维的影响遥这里的情境既

包括知识领域袁又包括知识发生的物理渊生活冤环境袁

例如袁在测试儿童守恒反应时袁用扣子或者玩具熊属

于不同的物理环境[11]遥 思维的内容与野运动冶的情境紧

密关联袁特定情境中必然有特定内容袁特定情境下的

运动带来了思维内容之间的相关性遥心理学领域中的

后皮亚杰学派通过大量的情境中认知 渊Cognition in

Context冤的实验提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院一般认知规律

不会脱离情境袁 人的推理也不会脱离情境而存在[12]遥

另一方面袁 基于知识与思维的内在一致性的观点袁知

识在知识领域中发生袁在特定领域中进行思维形成的

知识袁就是特定领域中专有的知识遥或者说袁思维的内

容在逻辑的动态运行中袁转化为思维的结果遥 此亦被

称为野逻辑的领域特殊性冶遥

2. 思维结构的丰富性

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袁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逻辑

的结构性所致袁也体现在思维结构的丰富性上遥 比格

斯认为袁皮亚杰的野阶段论冶中描述的一个人的总体认

知结构袁是个难以被测量的纯理论性概念袁所以提出

了野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渊SOLO冤冶袁用于描述一个

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袁所呈现出的可以被测量的思

维结构遥 本研究站在皮亚杰之野发生冶观点的立场上袁

不在静态或业已达成的意义上关注结构的丰富性袁而

是讨论这种丰富结构是如何野发生冶的遥 换而言之袁针

对知识的发生袁皮亚杰刻画的是思维的发生过程和发

生的机制袁 而比格斯表达的是思维发生后达到的状

态遥 本文借比格斯来看皮亚杰袁即借 SOLO模型来描

述皮亚杰所说的思维发生的当下袁 看在那个当下中袁

丰富的思维结构是如何生成的遥

具体地袁我们可以从比格斯的单点结构尧多点结

构尧 关联结构和拓展结构的发生来描述那个当下袁如

图 2所示遥 从单点结构到多点结构袁从一个知识点到

多个知识点袁是通过横向扩展尧迁移尧类比尧联想等过

程形成的袁 这些知识点构成了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

群曰向下回溯寻找知识点的共同之处袁或者向上将横

向扩展的内容进行抽象袁就产生了关联结构曰对关联

结构进行反复调整的基础之上袁进一步向上抽象出概

念进而巩固住节点 A遥 所谓野巩固住节点 A冶袁是指经

过不断调整后确定其中各个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袁形

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遥图中的节点 A可能只是节点

B中的新概念的一个小部分袁也可能是全部遥 继续向

上抽象袁判断出新概念的分支走向袁即所涉及的知识

点和所产生的新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方案遥从节点 A

24



2019年第 8期渊总第 316期冤

到节点 B就产生了抽象扩展结构遥

图 2 SOLO理论下高阶思维的丰富性体现

从节点 A到节点 B的跳跃袁从问题渊包括解决方

案冤到新概念的过程袁是由于逻辑矛盾的产生而导致

的动力[13]袁体现了高阶思维的发生遥 这个过程是通过

更高级的运演渊皮亚杰将野运演冶分为三个等级冤实现

的袁 是以对已有知识点一定量的积累为先决条件袁通

过逻辑冲突得以实现的袁而逻辑中必定包含了概念和

判断的过程遥利用已知领域知识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就

发生在此过程中袁生成的节点 B就有可能是未知领域

的知识遥 图中每一个过程中的业已形成的状态袁都是

在不断迭代中动态生成的袁同时袁在不断迭代中得到

调整遥高阶思维的发生袁无论是横向扩展尧向下回溯还

是向上抽象袁都是主体的逻辑运演袁伴随逻辑的动态

运行袁以结构的多节点尧多联结尧多层次等为特征遥

3. 思维内涵的丰富性

思维内涵的丰富性是为走向真实的人尧 丰富的

人袁是真实的野人渊内在品质冤的发展冶的要求遥 它体现

在人本关怀与人文精神之中袁亦是积极的尧健康的世

界观的建立遥 在逻辑动态运行的过程中袁主体会逐渐

形成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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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冶[14]遥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看法袁具有社会情

境性袁受特定的社会尧文化尧历史时刻的影响并伴随着

一定的价值取向遥所以袁不同于前文所说的知识情境袁

这里的野社会情境冶具有生活性尧情感性和社会性遥 积

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需要提供积极的社会情

境袁也就需要强调更多的人文因素遥 同属于建构主义

的关键人物袁维果斯基与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关注

点的不同在于袁他更关注社会性和文化性袁提倡社会

情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遥这种观点在认知发展领域被

人们称之为野认知发展的情境观冶袁持有此观点的人多

认为社会情境和认知发展紧密联系袁甚至认为社会情

境对认知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遥 皮亚杰也赞同社

会和情感因素在儿童的逻辑运动发展中的作用袁认为

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包含有感情

或意志性质的内部活动的影响袁这种影响有正向或负

向之分[1]遥 思维内涵的丰富性自然是要朝向正向的影

响前进的遥 在皮亚杰理论之野发生冶的视野中袁当个体

被嵌入积极的社会情境之中袁与其相互作用袁社会情

境逐步渗透入个体的思维之中袁个体积极建构的过程

就带来了思维内涵的丰富性遥

二尧发现院设计思维促进思维深度的特性

设计思维是设计者参与创意的思维过程的理论

化[16]袁对其内涵有三种不同的认识院第一袁这是一个分

析尧创造的过程曰第二袁这是一套创新式问题解决的方

法论体系曰第三袁这是设计者的一种复杂的思维能力[17]遥

这三种理解之间并不矛盾袁设计者思考问题的方式被

理论化后袁形成一个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迭代路

径袁路径被结构化为一个可供迁移的过程曰过程中包

含几大环节袁与此对应着一系列活动或策略曰这整个

过程中所反映的正是设计者独有的复杂的思维能力遥

把以上三种理解作为设计思维的三个方面来描述袁包

括设计思维的过程尧设计思维的活动渊包含策略冤和设

计思维的能力渊或者素养冤袁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

设计思维的内涵遥

从设计思维的能力来看袁 高阶思维是一个上位概

念遥从设计思维的过程和方法来看袁设计思维能发展高

阶思维遥设计思维关注创新性制品这一结果袁更加关注

发现问题和构思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袁 而这个过

程必然伴随着高阶思维的发生遥主要体现在院设计思维

的自带情境渊知识情境冤符合高阶思维渊教育冤之领域相

关性的要求袁实现了思维的内容相关性曰其提供了一系

列能够促进设计过程朝向最终设计制品的野创新性冶这

一目的逐步推进的活动袁促进设计野发生冶过程中思维

的结构丰富性曰与此同时袁这个特定的情境渊社会情境冤

和结构中蕴含着不同的人文精神袁以及正确的世界观尧

方法论的可能性袁带来思维内涵的丰富性遥

渊一冤设计思维的情境与内容相关性

在一般意义上袁社会情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被分

为两个水平院第一袁远端环境影响水平袁即儿童所处的

野社会要文化要历史冶时刻曰第二袁近端环境影响水平袁

即儿童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袁 包括儿童与父母尧教

师尧同伴等周边人物的互动[15]遥 所以袁这里还强调认识

受到特定时刻下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尧 价值观的影响袁

同时袁是在与他人沟通互动的过程中袁不断修正尧调整

节点 B 新的问题

知识点 知识点知识点知识点

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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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遥如果说远端环境是先天的袁是难以改变的袁那

么近端环境则是后天的袁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

们控制的袁尤其是成人的指导对儿童的认知变化起着

关键作用遥

事实上袁知识情境和社会情境是相互交融的遥 在

日常教学中袁人们所说的知识情境有两层含义院其一袁

对特定事件的描述以创设虚拟的问题情境曰 其二袁对

真实的物理情境渊如教室尧操场等冤的选择及设置遥 设

计思维中同样存在这两种知识情境袁与之对应的不同

之处在于院设计思维的项目主题来自远端环境中的某

个特定领域中人们面临的真实问题或挑战袁而非教师

创设的虚拟情境曰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袁学习者要进

入近端环境渊即真实物理环境冤中与人进行交流互动

以了解现实需求袁而非像传统教学那样袁所有教学都

发生在教室等固定的场所遥 这种关注野真问题冶的项

目袁学习者在特定的知识情境中袁身处于特定领域的

知识背景遥在项目设计中袁学习者习得每种新知渊具体

知识冤的动机都来源于项目需求的驱动袁习得并立即

运用特定领域的具体知识建构起个人的知识遥在团队

合作的过程中袁个体建构与社会建构融为一体尧相互

促进袁丰富的个体建构最终走向社会建构袁跨领域的

视角对专业知识的探索提供了可能遥例如袁野元旦晚会

大筹备项目冶[18]是基于设计思维而设计的信息技术课

某单元整合的学习项目遥 其中袁每个小组的学生从不

同的需求出发袁制作相应的制品袁包括晚会海报尧晚会

时间表尧晚会曲目等曰在制品制作的过程中袁习得应用

文档中文字和段落处理的设置尧页面设置等知识遥 对

于个人而言袁在项目中所习得的知识都指向了信息技

术这一特定领域中的具体知识曰对于集体而言袁每个

人所习得的应用文档制作的技能不同袁在相互交流分

享中能够促进集体知识的生成遥

渊二冤设计思维的结构丰富性

设计思维的结构性在三大空间理念下的设计思

维过程理论中有充分表现遥马丁教授提出的三大空间

包括院探索谜题袁即面对一个宏观的现实问题袁问题中

涉及的要素交融在一起曰得到启示袁即聚焦问题至可

控范围袁根据经验抽取谜题中的主要要素并挖掘要素

之间的关联性袁用语言将其清晰描述以实现谜题的简

单化曰形成程式袁得到解决谜题的固定模式[19]遥 这三大

空间被其称之为野知识漏斗冶袁漏斗从上往下不断将无

关要素过滤袁最终导出解决谜题的关键要素组成的固

定模式遥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所提倡的经典的设计思

维过程[20]与其对应遥

皮格斯认为袁学习一门新学科的起始阶段是以量

的方式积累相互不相关且分离的基础知识袁随着学习

的推进袁会发生思维的飞跃袁即在巩固每个知识节点

的过程中袁将所学知识之间建立关联袁进而构建起抽

象体系[21]遥这与三大空间的理念一致袁如图 3所示遥首

先袁SOLO理论的前结构尧单点结构尧多点结构所反应

的是探索谜题后业已达成的状态遥在设计思维的项目

中袁学生了解项目背景遥其次袁学生与真实环境的直接

互动袁收集到大量有关项目的基本信息遥例如袁到现场

观察人们的工作或生活袁体验用户之体验等遥 该环节

被称之为移情渊Empathize冤遥 再次袁得到启示阶段的思

维状态就是关联结构袁学习者对前一阶段收集的信息

进行整理并建立关系袁 向下去补充所需要的信息袁向

上抽象出人们的需求袁该环节被称之为定义渊Define冤遥

最后袁定义的需求在已知世界中没有得到解决袁逻辑

冲突产生袁继续向上抽象寻找解决方案曰在推选出小

组内的最佳方案后袁将其制作成原型遥 原型是为了展

示给更多的人员袁以获得完善策略袁以上环节分别被

称为构思渊Ideate冤和原型渊Prototype冤遥

图 3 设计思维的结构

此外 袁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要要测试

渊Test冤遥 它发生在原型之后袁通过对原型的测试以获

得更加全面的反馈袁促进迭代的发生遥所谓迭代指在

第一次使用完漏斗以后袁还有可能会有第二次尧第三

次袁直至最后形成的程式成为最佳方案遥 事实上袁这

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向下包含的袁 类似于判断中包

含概念袁逻辑中包含概念和判断曰同样也存在定义中

包含移情袁构思中包含移情和定义等关系遥迭代并不

仅仅发生于最后一个测试环节袁 而是在整个设计思

维过程中都存在迭代遥 例如袁在定义环节存在疑惑袁

认识产生不平衡袁 可以向下回溯到移情环节继续收

集或分析信息袁直到认识重新回归平衡状态遥设计思

维的过程可以显现出复杂而丰富的结构袁 于是学习

者深度思维得以发生遥

布鲁姆的认知过程维度同样是对以上每个环节

野发生冶之后业已达成的状态的描述袁例如袁在定义环

节完成后袁所体现出的对现场采访信息等的记忆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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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信息的理解等遥 所以袁不论是布鲁姆还是比

格斯的理论袁所描述的都是业已达成的状态袁而这正

是他们思想的局限性所在遥而设计思维中呈现的是如

何达到此状态袁启动的恰好是对野发生冶当下的关注遥

思维结构的丰富性发生于设计思维的过程之中袁发展

于迭代设计思维的过程之中遥

渊三冤设计思维的内涵丰富性

正如皮亚杰所认为的, 儿童作为主动的学习者,真

正的学习发生自儿童本身遥 主体的能动性体现在两个

方面院一是儿童直接作用于所要学习知识的环境曰二是

儿童心理上的主动袁表现为情感尧内在动机的激发 [22]遥

与促进思维内容的相关性中的知识情境不同袁 这里的

情境性指向了社会情境渊人文情境冤遥 设计思维的项目

主题多属于人类面临着的尧 急需解决的复杂问题袁包

括院人口的增长带来了资源的枯竭尧全球变暖曰经济的

增长带来了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尧暴力曰等等[23]遥 以上问

题被定义为邪恶的问题渊Wicked Problem冤袁其显著特

征在于问题中涉及多个要素且相互影响袁 这类问题没

有标准答案袁 只有依靠人们对不同要素的权衡来设计

最佳的解决方案袁而方案的优劣取决于权衡标准袁权衡

标准又受到设计者的个人情感的影响遥例如袁斯坦福大

学设计学院从 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导致新出生婴

儿体温过低死亡率高冶这一社会问题出发袁开展了野应

用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婴儿保温箱项目冶[24]遥 该项目

的情感性和生活性体现在院参与者进入现场袁对尼泊尔

乡村的居民生活进行考察袁 通过移情设计出解决该问

题的最佳设计制品袁 这一制品能够在考虑居民生活贫

穷尧家离医院远等现状的基础之上袁较好地解决其需要

廉价而方便的方式为婴儿提供保暖的需求遥

社会情境的生活性尧情感性和社会性仅仅是激发

了人们对野真善美冶的追求袁而有了方向和动机袁如何

前进袁则需要设计思维的结构引领遥 设计思维注重思

维发生的过程袁通过设计思维过程引导思维结构丰富

性的发生袁同时袁也带来了思维内涵的丰富性遥设计思

维结构性中的人文性表现在贯穿始终的设计思维的

基本理念袁包括秉承野以人文本冶的设计理念尧团队合

作的工作方式尧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等遥 在已有的大

量研究中袁设计思维的空间尧过程和活动渊包括移情地

图尧疯狂的点子等冤被看作一种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方

法论袁其中涉及迭代思维尧可视化思维尧快速原型制

作尧打破常规重新思考等袁可用于指导人们通过设计

过程来解决现实问题[17]遥 设计制品在这个迭代的过程

中得到完善袁人的内在品质的丰富性在这个迭代的过

程中不断发展遥 例如袁设计思维中野及早失败冶等口号

被提出袁失败被认为是正常并被积极接受袁快速到达

失败后袁向下回遡失败的原因袁向上抽象出新的应对

策略袁尽快进行新的一轮迭代设计袁不断逼近最佳的

设计制品生成遥

设计思维所承载着的思维内涵的丰富性袁不仅反

映在情境和结构之中袁而且还反映在情境与结构的相

互交融之中遥 例如袁设计思维的移情过程指引人们的

设计秉承野以人为本冶的理念袁去体验他人之体验袁感

受他人之感受遥这些贯彻始终的设计思维理念蕴含于

结构之中袁 引导着特定情境下每一个设计环节的发

生袁同时袁促进着思维内涵的丰富性遥 简而言之袁情境

贯穿于结构的始终袁情感因素的激发主要依靠的是真

实的社会情境袁为人们提供进行思维的背景曰在特定

的背景下对正确价值观的追求袁更多依靠的是结构对

人们的行为的导向曰正是由于人们进入到具体的生活

情境尧社会情境袁才能够借助于设计思维的结构去激

发某种情感袁从而促进思维内涵的丰富性遥

三尧启示院设计思维发展高阶思维的特定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袁人们开始对关于那种脱离实际

领域开展思维教育的思想之局限性进行批评遥尽管人

们已经把握住了思维教育的本质袁然而如何在具体的

教学过程中嵌入发展高阶思维的培养袁仍然是一个挑

战遥用设计思维发展高阶思维的特定性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院

一方面袁人的发展上的特定性遥 设计思维作为设

计者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袁最早来源于野设计冶领域袁

随着其发展已经从该领域的特定性中抽象出一般性

的尧灵活的方法论[25]遥 设计思维对高阶思维的发展中袁

除了体现在它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之外袁更体现在

它的人文性上遥教育者也对长期以来的知识教育提出

了质疑袁强调对人文关怀尧人文精神的关注袁设计思维

很好地契合了这一教育诉求遥

另一方面袁教与学上的特定性遥第一袁教学目标及

实现遥将需要掌握的学科知能的目标嵌入项目目标之

中袁项目的推进伴随着项目需求的一个个达成袁同时袁

也引领教学目标的一步步实现遥 第二袁教学方法及过

程遥已有的研究中提出高阶思维的发展需要以探究式

学习尧发现式学习或研究式学习为依托袁将高阶思维

发展融入具体学习活动开展高阶学习袁注重学生的认

知策略尧元认知策略尧非策略性知识等多方面的发展袁

强调过程的情境尧互动尧可视化尧支架渊在模拟中反

思冤尧问题设计袁从知识共享到知识共建等内容 [26]遥 这

为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指导袁但是在明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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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Why Design Thinking Can Develop Higher Order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LIN Lin, SHEN Shusheng, LI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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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pushes the epistemology of structuralism to the top. One of

些思想的基础之上袁具体如何操作袁则需要一套更加

系统的方法论指导遥 设计思维依附于项目展开袁每一

个设计的过程与活动都有可能促进思维深度的发生遥

第三袁教学效率及效果遥 基于设计思维的项目化教学

的效果体现在学习者的过程性设计制品之中袁过程性

制品的变化蕴含着学习者思维的变化过程曰还体现在

原型的展示环节袁 如果学习者能够结合所学知能袁通

过清晰的表达介绍自己所设计的制品并为人们所接

受袁那么袁就意味着学习者不仅习得了相关知能袁也完

成了项目的制品袁这种伴随成果意识的学习价值更加

深刻遥 设计思维为教与学袁为野人的发展冶带来的特定

价值袁值得人们继续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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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views is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sistency between knowledge and thinking,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SOLO

taxonomy theory, explains that higher-order thinking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evance

of thinking content, the richness of thinking structure, and the richness of thinking connotation as well.

Moreover, design thinking is naturally situational, structural, and humanistic, which meet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occurrence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Therefore, design think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higher-order thinking.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Thinking; Genetic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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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clusion of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AI policies in education should ensure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guarantee, awareness and capacities of policy makers and AI talents. The planning of

policies should ass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I and education and lead to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of AI and Educ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enhanced to anticipate

and develop skills and valu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AI skills needed by individuals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AI era;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cies should leverage the breakthroughs of AI to dynamically enable

the system-wid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e promotion of core element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AI innovating the delivery

education, AI enabling the upgrading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I empowering teachers and teaching,

and AI improving learning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Keywords] AI Policies in Educ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 Equity and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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