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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结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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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新教育形态袁信息化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状态袁对信息化教育的探讨能对教育信

息化发展进行概括和度量遥文章首先从信息哲学的视角袁指出信息技术和信息是两种不同的存在遥然后依据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机制和唐伊德的后现象学袁建构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结构遥 此存在论结构可表述为野人要技术要信息要教育冶袁这四

个因素本体论地位相似袁认识论地位相同袁并且两两要素之间相互影响遥 最后从三个层面探讨它对信息化教育的实践启

示袁信息化教育实践应体现关系思维袁建构实践场域并注重设计环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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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自 20世纪 90年代已降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袁人类迎来信息化时

代袁信息技术应用也推动了教育的信息化遥 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智能技术等新型技术

的广泛应用袁 我国教育信息化迈入 2.0发展阶段袁教

育信息化也得以进阶新的发展高度袁人们对教育信息

化实践给予了极大的热情遥虽然我国教育信息化取得

了巨大成就袁 但它对教育的影响并未达到人们的预

期袁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遥因此袁对

教育信息化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实践层面袁而是应从教

育哲学的视角加以深层次的考察袁以揭示信息化对教

育和人的影响遥

实际上袁 教育信息化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袁我

们寄希望于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发展袁实现信息化教

育袁进而促进人的发展遥 而信息化教育与教育信息化

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一体两面袁而且两者之间呈

现状态与过程对立统一的关系遥 一般认为袁信息化教

育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产物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观点认为袁信息化教育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

育形态袁教育信息化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教

育形态[1]遥可以说袁信息化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

中的特定状态袁具有相对稳定性袁能对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总体过程进行概括和度量遥 而且袁作为一种新的

教育形态袁对信息化教育的理解会影响人们对教育信

息化的把握遥

因此袁对信息化教育的思考既能反哺教育信息化

研究袁又有助于对当前教育发展新形态的把握遥 本研

究以信息技术哲学为理论基础袁分析信息技术与信息

的差异袁对信息化的内涵加以把握曰从技术哲学和后

现象学的视角探讨信息化教育的野人要技术要信息要

教育冶的存在结构袁并揭示其中蕴含的实践意义遥

二尧信息技术与信息的差异

信息技术对信息化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袁信

息技术存在的认识可以成为理解信息化教育的一个

逻辑起点遥 米切姆把信息技术界定为野通常用于描述

那些由数据处理和电信相融合而构成的技术袁涉及多

样化的输入设备尧处理程序尧通信系统尧存储格式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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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显示等冶[2]遥 因此袁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技术的一个类

型袁野一个新的人工物种袁这一混杂物一部分是自我运

行的机器袁一部分是如同等待汽车行驶其上的道路那

样的功能性结果冶[2]遥 一方面袁信息技术表现为具体的

器具形式袁并依赖于诸如计算机设备尧机械设备与信

息传输设备等物质载体而存在遥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

技术性操作达到相应的应用目的遥 另一方面袁信息技

术是生产尧存储与传播信息的载体袁其存在的目的指

向信息活动遥信息技术能完成对信息的收集尧识别尧存

储尧处理以及传输等方面的操作遥反之袁若一种技术不

能创造尧传播信息袁它便不能成为信息技术遥

但需要指出袁信息不属于物质袁是信息技术承载

的意义性存在遥 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仍未达成共识袁但

都认同维纳对信息的经典定义袁野信息就是信息袁不是

物质也不是能量冶[3]袁野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袁并且

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袁同外部世界

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冶[4]遥这体现了维纳对三种世界

要素的划分方式袁信息不同于物质与能量袁是一种非

物质的存在遥 可以说袁这种非物质性带来了信息理解

的困难袁它野没有早期广延物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袁而

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冶[5]遥我国学者

指出袁信息是一种属人的认识现象遥 信息不过是一种

扩大了的反映和认识的关系袁野信息就是人的感知反

映知识等广义的心智现象冶[6]袁并且是一种基于物能的

感受性关系[7]遥从这个角度看袁信息具有一定主观性或

主体性袁不同的认识主体对信息的理解与把握会存在

差异遥 而信息的显现和传播需要必要的物质载体袁并

以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遥 野信息常与通信现象联系在

一起来使用袁用来指客观渊在独立或外在于心智的以

及独立于接受者的意义上冤的语义内容遥冶[8]所以袁信息

通常与媒介技术融为一体袁并以一定的物理方式呈现

出来遥但是袁人们所感到的一切都不是信息袁而是物理

信号袁只有人们所理解的才是信息[8]遥

因此袁信息与信息技术是两种不同的存在遥 一方

面袁信息是信息技术创造的一种存在袁信息不仅通过

信息技术得以创生袁 还依赖信息技术而得以显现袁没

有信息技术袁信息的存在就无法显现遥另一方面袁信息

技术因信息野成其所是冶袁信息赋予了信息技术应有的

内在价值和意义袁使信息技术具备了其内在的本质属

性遥所以袁信息与信息技术呈现相互依存的关系袁信息

是一种技术性存在袁而信息技术天然地成为信息得以

存在的家园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袁信息技术与信息在存

在论上具有逻辑的平等性袁两者如同路与车的关系遥

波普尔的野三个世界冶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信息

的哲学内涵遥 波普尔指出袁野世界 1冶是物理客体或物

理状态的世界袁野世界 2冶 是意识状态或精神道德世

界袁而野世界 3冶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9]遥 野世界 2冶

和野世界 3冶能直接作用袁野世界 1冶和野世界 3冶的作用

则要以野世界 2冶为中介袁野世界 3冶被创造出来能独立

于创造者袁具有客观性尧自主性和独特性遥从这个意义

上讲袁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崛起袁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

发生革命性变革袁信息化浪潮覆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

每个角落袁也开启了虚拟的信息世界遥 信息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生产资料袁并具备共享尧开放等特性遥可以

说袁信息符合野世界 3冶的特性遥 信息技术野就相当于知

识生产的组装流水线袁它使知识生产成为主要以符号

为中介的集群式活动噎噎网络空间是耶世界 3爷的表

象空间袁其表象形式是信息冶[10]遥 物化形态的信息技术

是信息世界的物质基础袁属于野世界 1冶袁而其中的信

息则是野世界 3冶的对象遥 因此袁信息并不必然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袁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不仅不会出

现物理限制和损耗现象袁还能在复制与共享过程中产

生野增值冶遥 信息具有相对独立性袁而且只重视物化技

术会对信息的认识和发展产生遮蔽遥

三尧信息化教育的存在论结构

海德格尔认为袁存在是问之所问要求一种本己的

展示方式[11]袁是对事物野是其所是冶的追问袁反映了事

物的自身显现或具体存在方式遥而且袁海德格尔认为袁

对于存在意义的探究袁既不能采用传统存在论或演绎

的方法袁也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归纳等方法袁而是应

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探索事物野如何冶存在或显现的方

式[11]遥 海德格尔和唐窑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袁为信息化

教育的存在论结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借鉴遥

渊一冤技术存在的存在论结构

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展开重思遥 他认为袁肇始于

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混淆了野存在冶与野存在者冶之

间的区别袁并将存在理解为存在者遥 野存在可以被遮蔽

得如此之深远袁乃至存在被遗忘了袁存在及其意义的

问题也无人问津遥 冶[11] 这也导致了主客体二元分离遥

野耶我爷成了出类拔萃的主体噎噎作为 Obiectum 渊抛到

对面的东西冤 而与主体相对立袁 物自身变成了 耶客

体爷遥 冶[12]为了克服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并探讨存在

的意义袁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袁揭示了

人的存在机制即野在世界之中存在冶遥

首先袁海德格尔认为袁存在是此在渊人冤的存在袁对

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遥 因此袁存在是

人的自身展现袁没有人便没有存在的意义袁人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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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起点遥 其次袁野在世界之中存在冶意指着一个统

一的现象袁必须作为整体来看遥其中袁世界不是现成存

在物的总和袁是人和其他事物展开自身尧显示自己的

境域袁野世界并不是指这样那样蜂拥着和逼近着的存

在者本身袁也不是指这一切存在者的总和袁而倒是意

味着耶状态爷袁也即存在者整体于其中存在的如何冶[13]遥

最后袁野在之中冶不是物理意义的空间关系袁意指野居而

寓于冶[11]袁具有一种生存论性质遥 海德格尔的野在世界

之中存在冶的存在论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袁并强调

了人与世界不可分割的状态袁实现了人与世界的统一

与融合遥

海德格尔还认为袁人在日常操劳活动过程中通过

用具来与周围世界打交道袁用具的指引作用使得人的

世界得以展现遥 而且袁用具具有整体性袁野用具的存在

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遥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

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遥 用具本质上是一种耶为

了作噎噎的东西爷噎噎在这种耶为了作爷的结构中有着

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冶[11]遥 简言之袁用具可

以根据其用途开启人活动的野工场冶遥 比如袁一把锤子

能揭示匠人捶打的世界袁匠人在劳作过程中袁他的周

围世界能与锤子整体一同呈现出来遥

可以说袁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视角对人尧用具和

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生存论分析袁 进而形成了一个

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的存在论结构遥 在此需要指出袁世

界具有非课题性袁只是在人使用技术的过程中袁世界

才得以揭示遥 而且袁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的存在论结构

具有整体性袁野一方面袁如果没有整体性袁用具无法存

在曰另一方面袁借助整体性袁存在于用具和世界现象之

间的通达有了可能冶[14]遥 而且袁 人与技术的关系具有

野上手性冶和野在手性冶两种状态遥上手性意味着技术合

乎人的使用袁人反而意识不到技术的存在袁人和技术

便处于物我两忘的本真境界遥倘若技术不合用或被损

坏袁人们意识到技术的存在感袁技术便成为在手状态袁

此时人与技术之间便呈现出认识关系遥 比如袁一副眼

镜戴着舒适合用袁它的存在感消失了袁因而具有上手

性遥反之袁如果眼镜不合用或损坏了袁它便成为在手状

态遥

唐窑伊德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

想袁在他的后现象学中袁他提出了四种野人要技术要世

界冶的关系要要要具身关系尧诠释关系尧它异关系及背景

关系遥 对此袁Selinger指出袁唐窑伊德的野人要技术要世

界冶包含着多重解释学和存在论的命题遥人尧技术与世

界三个要素中袁任何一个要素发生改变袁都会影响其

他两个要素的状态[15]遥 Weiss指出袁世界是人栖息的世

界袁人与技术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遥 但在探讨野人要技

术要世界冶关系时袁应该给予这三角关系中的每个因

素以平等机会[16]遥 因此袁唐窑伊德的技术哲学视野下袁

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的关系如图 1所示袁三者的本体论

地位相似袁认识论地位相同遥

图 1 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关系[17]

渊二冤信息化教育的存在论结构

通常认为信息化教育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

产物袁但这并未揭示信息化教育的存在方式遥 通过上

文分析袁信息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物化技术袁它发挥效

能还应依赖其承载的信息遥 因此袁信息化教育应凸显

信息要素遥 而且袁信息化教育的存在论问题依然是人

的一种自我展示方式袁而教育则是人居于斯尧长于斯

的意义世界遥 借鉴野人要技术要世界冶的存在论结构袁

信息化教育的存在论结构可以表述为野人要技术要信

息要教育冶袁如图 2所示遥 其中袁人是信息化教育的出

发点袁信息技术起到指引作用袁信息则能开启信息化

教育遥这四种因素相互勾连尧相互影响袁它们具有相似

的本体论地位和相同的认识论地位遥

图 2 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结构

首先袁人是信息化教育的起点与价值归宿遥 人具

有未完成性和未确定性袁需要教育充分地发展和完善

自己袁并使人性臻于完满遥 野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

来越好地得到发展袁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

乎人性的形式遥 冶[18]可以说袁教育使野人之为人冶袁而信

息化教育应遵循野人是目的冶的普遍先验的道德准则袁

一切活动也应围绕人而展开遥 野人是目的冶意味着把人

从因果序列的他律中解放出来袁把人自身置于目的王

国之中袁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19]遥

但随着技术理性的扩张袁现代教育逐渐放逐了人

性袁知识传输几乎成了教育的全部内容遥 人因而成为

知识储备的容器袁 个体成长趋于均质化与共质化袁而

自主性和个体性受到了压抑遥 野学生只能接受尧输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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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知识遥 无疑袁他们的确是有机会对所存储的知识

进行收集或整理噎噎倒是人们自己因为缺乏创造力袁

缺乏改革精神袁缺乏知识而被淘汰出局遥 冶[20]实质上袁

这种人的异化现象是主客二元分离思维的产物袁主客

二元论将人与世界看成是可分离的实体袁个人成为世

界的旁观者遥这便撕裂了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内在关系袁丰富的人生意义被肢解袁人的成长被扭曲

并面临物化之虞遥

因此袁人应建构成长的意义世界袁对人的意义探

寻能为人的成长提供有益的视角遥 意义关切到野人之

为人冶的内在规定性袁并不仅仅表现为人野是什么冶的

追问袁还表现为野意味着什么冶的价值反思袁它被赋予

价值的内涵并具体化为不同形式的精神之境遥具体而

言袁意义世界具有合真尧合善尧合美的多元性袁是野合目

的性冶与野合规律性冶的统一遥另外袁人的意义世界还应

凸显个性差异遥个性是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展示和个体

发展的必然要求袁人的意义世界蕴含着人性多方面发

展的要求袁野包括扬弃精神形态的单一性尧 无差别性袁

形成具有个性特点尧多样趋向的精神世界冶[21]遥 从某种

意义上袁个性是构成野完整的人冶的核心要素袁人应野知

道如何立己袁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员袁同时又能展现他

自己的个性冶[22]遥 所以袁个人成长应超越标准化知识习

得的束缚袁使个体的理智能力尧德性品质与审美意识

得到全面发展袁 从而积极探寻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袁并

不断完成自我超越遥

其次袁 信息技术在信息化教育中具有形塑作用遥

海德格尔对流俗的技术观点进行了批判袁他认为技术

不仅是工具或人的行动袁其本质在于真理的解蔽遥 简

言之袁技术能对人的生存和世界发挥重构作用袁并展

示不同的存在图景遥 特别是信息技术以其交互性尧虚

拟性与去中心性等技术特征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

式袁并推动社会关系转变遥可以说袁人的成长路径和教

育图景被信息技术所改变遥

因此袁 信息化教育应克服简单的技术工具论思

想袁重新探索技术与人尧技术和教育的内在关系遥在人

机关系上袁信息技术应体现上手性遥 上手的技术如同

人体一部分袁 能使人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沉浸感袁

而技术本身的存在感则从人的意识中抽身而去遥这意

味着信息技术应用应强调野人要技冶的共生共融袁并注

重技术的人性化趋势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技术与人融

合得越紧密袁技术的存在感就越趋于零袁也就越能彰

显技术的人性化[23]遥 此外袁技术的形式和功能也应符

合美的要求袁信息技术的外形设计应符合人性审美需

求袁而使用功能则应符合人类感官愉悦的要求 [24]袁从

而能有效促进人机交互和实现功能聚合遥 可以说袁人

是技术的尺度袁技术应成为人性的一部分遥

另一方面袁信息技术建构了信息化的教育环境袁但

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教育中的手段或媒体遥毋庸置疑袁信

息技术已经对教育形态产生了积极的变革作用袁 使教

育的组织形式尧 过程资源甚至教育目标等因素都发生

了嬗变遥 可以说袁信息技术展示了教育发展的新图景袁

并已经成为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遥然而袁当前信息

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似乎还是单向度的袁 技术理性深刻

地影响了教育袁教育被明显地技术化了袁而教育化的技

术较为鲜见袁 针对特定教育情境的技术并未有效得以

设计和应用遥 这便造成了信息技术应用中不对称的现

象袁教育更多的是被动地顺应技术逻辑遥 野信息技术是

被强行耶塞入爷教学的曰在比较多的情况下袁信息技术是

被教师一般性地耶加入爷教学的遥 冶[25]因此袁教育和信息

技术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外在的尧偶然的袁甚至在教育信

息化进程中会出现 野为了技术而技术冶 的削足适履现

象袁 技术只是发挥出工具功能而并没有体现出教育意

义遥因此袁信息技术更应通向教育本真遥两者相互调适尧

相互适应袁最终成为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遥

再次袁信息开启了人的知识世界袁为人提供学习

对象遥 信息不同于信息资源袁信息资源是信息的物质

载体袁信息是人的感受性关系遥因此袁人的信息获取实

质上是对相关信息资源的理解与对话袁而非是对信息

资源简单的阅读和占有遥 可以说袁信息资源是信息理

解的窗口袁人和信息资源的关系会对信息的理解与生

成产生影响遥 形象地说袁信息技术为人的学习提供通

道袁而信息则提供学习内容遥

客观主义视野下袁 信息资源是外在于人的中立

的尧超然的学习对象袁人只需要被动地迎合资源袁接受

其中承载的知识遥这种静态预设资源观会导致单向的

知识传递袁也会造成信息理解的障碍遥实际上袁慕课的

高辍学率就是这种资源观的消极反映袁信息理解与传

递的偏差或失衡必然导致学习的低效遥 因此袁人和信

息资源应建立相互依存尧相互理解的存在关系袁以求

准确信息的生成遥 也就是说袁人需要从信息资源中获

取信息来充盈自己的经验世界袁信息资源也需要人的

参与创造而更富有信息意义遥人与信息资源在对话中

相互成全袁并升华彼此的存在价值遥

更进一步地说袁 人和信息资源能构成一个信息

场遥 借鉴阐释学中野作者要文本要读者冶的关系袁能重

新审视信息场中的要素关系袁形成以信息资源为中介

的野学习者要资源要他者冶的三维对话关系袁包括学习

者与教学者的建构对话尧 学习者与学习者的发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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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尧学习者与信息资源的反思对话[26]遥 在这三者的对

话关系中袁更有利于学生对信息的理解和生成遥 具体

而言袁信息资源扮演多重角色袁它不仅是静态的野传话

筒冶和信息来源袁还能为师生之间尧学生之间提供分享

观点尧相互对话的平台袁而且通过人与信息资源之间

的对话袁拓宽学生对信息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袁进而帮

助学生完善认知体系遥 可以说袁在理解与对话的关系

中能实现不同参与者视域的融合袁不仅能优化信息资

源的开发模式袁 还能改善学生对信息资源的理解程

度袁实现学生的信息深层理解和建构袁从而促进人的

认识境界的提升遥

最后袁教育是人赖以成长的世界袁也是信息化教

育的基石遥人开启了自身存在的世界袁也创造了教育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野教育是由人塑造的袁而不是人被教

育塑造遥是人塑造了教育袁然后去接受教育袁而不是先

有一个教育袁然后人去接受它冶[27]遥 而且袁信息技术的

教育应用能促进教育及技术的融合袁并赋予教育以信

息化属性遥 可以说袁信息化教育是教育应对信息化浪

潮的主动变革袁实质上是教育的一种新形式袁其目的

依然是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遥 因此袁信息化教育发展

既应凸显信息技术优势袁变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重

构教育新生态袁还应坚守以人为本的理念袁遵循教育

本身发展的规律遥

一方面袁信息化是教育超越性的体现遥 信息技术

的应用正在促使教育的组织结构和资源分配发生变

革袁信息化教育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时空袁以课堂教学

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将受到冲击袁教学模式变得更加

多元化袁课堂与校园的藩篱得以消弥袁将教育延伸到

整个社会遥 而学生的学习更加灵活多样袁他们可以按

照自己的学习兴趣或进度选择学习内容与方式遥 因

此袁信息化教育能克服传统教育标准化尧模式化的弊

端袁实现教育的个性化尧多元化与开放性袁并能针对不

同的学生特点实现因材施教遥 从某种意义上袁信息技

术对教育进行赋权袁并使传统教育的模式和制度产生

变迁与超越遥 另一方面袁信息化教育应坚守野教书育

人冶的教育宗旨遥信息化是当前教育发展的外在表现袁

而对人性的提升则是教育本质的永恒追求遥契合人性

是教育活动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袁也是教育的应有

之义[28]遥 另外袁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人的潜能袁使人成

为人遥 雅斯贝尔斯认为袁教育目标在于培养野整体的

人冶袁也就是野按一定时代的理想所陶冶的人袁在他那

里袁观念形态尧活动尧价值尧说话方式和能力等构成了

一个整体冶[29]遥 因此袁教育应超越野物化思维冶袁克服单

向度的知识传输袁而应以人文主义为基础袁尊重生命

和人类尊严袁 培养人的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社会性袁

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尧全面和个性化发展遥

四尧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的实践启示

理论是对世界的反思和解释袁还能规范人们的行

为袁并对实践起到导引作用遥 信息化教育的存在论结

构对实践的启示意义袁可以从哲学思维尧社会实践和

技术操作三个层面探讨信息化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遥

渊一冤信息化教育实践应体现关系思维

无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袁 还是伊德的后现象学袁

都把人尧技术与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袁并彰显出鲜明

的关系思维遥 关系思维是指把存在预设为动态关系尧

存在者预设为潜在因素在关系中的显象袁或曰野以关

系的眼光看待一切冶的思维[30]遥 如黑格尔所言袁野只有

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袁手才获得它的地位冶[31]遥 因此袁

单个实体离开了整体关系袁它也将失去应有的功能与

属性遥

信息化教育涉及人尧技术尧信息和教育四种要素

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袁往往会与其他社会要素或领域

交织在一起遥 因此袁信息化教育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袁其中的各个要素不是孤立的实体袁而是相互影响尧

相互塑造袁能共同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遥 信息化教育

实践应在关系思维的引导下整体把握人尧技术尧信息

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袁把这些要素及关系嵌入丰富

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袁并动态地把握信息化教育实

践遥 从这个意义上袁信息化教育并非简单的尧普遍的尧

抽象的袁而应指涉具体的尧动态的尧生成的教育活动遥

比如袁教学内容不单是客观知识的反映袁而应是具体

情境中人与物关系聚合的反映遥教学内容的应用还需

突破预设的教学框架袁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尧技术条

件进行设计与选择袁从而实现因材施教袁促进学生的

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遥

还需要指出袁人在诸要素中占据首要地位袁信息

化教育应确立野以人为中心冶的发展理念遥信息化教育

同样是成人之学袁 技术目的是为了解决教育问题袁促

进人的发展遥 反观信息化教育领域内袁技术决定论仍

然大行其道袁野重物不重人冶野重硬件轻应用冶等简单化

的实践现象依然屡见不鲜遥 因此袁信息化教育发展应

克服技术决定论的束缚遥当前流行的信息化教育产品

和应用模式只是凸显技术功能袁人的意义和教育目的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袁甚至被遮蔽了遥而且袁技术逻辑的

标准化思维也会将信息化教育置于野一刀切冶的境遇

之中袁 这实则违背了人和教育发展的复杂性和关系

性袁并沦为制约人和教育发展的桎梏遥实际上袁技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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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并不能必然地改善教育袁只是促进教育发展的一个

可能要素袁激发技术的教育潜能还需要在一定的应用

情境中建立与其他要素的动态关系遥 另外袁信息是教

育信息化的重要因素袁信息资源应备受重视遥 资源建

设也应走出野大水漫灌冶的思路袁不仅在数量上满足学

生发展的需求袁 还应促进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袁并

能为学生针对性地提供各种学习帮助和教育服务袁满

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遥 而且大数据分析尧人工智能

技术等手段能完善资源的智能动态交互功能袁从而可

以优化人与信息资源的匹配袁实现对学习需要的精准

供给遥

渊二冤信息化教育应建构实践场域

技术实践是具体尧动态的袁而非抽象尧普遍的袁而

且不同的技术能开启不同的世界遥 实际上袁信息化教

育实践也是在具体的场域中运行的袁其中的各个要素

相互影响尧相互制约遥布迪厄认为袁场域是在各种位置

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32]袁具有

自身的规则和相对独立性袁并与惯习尧资本等要素之

间紧密联系遥可以说袁信息化教育不是凭空产生的袁它

应在一定的场域里加以考察遥而且信息化教育实践是

建立在相应惯习的基础之上袁并体现为各种野资本冶关

系的野博弈冶状况的产物遥

信息化教育首先依赖人的技术实践惯习遥 惯习表

现为一种性情倾向系统袁也是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遥通

过积淀于个体内部的业已形成的一系列各种技术应用

的心理图式袁 各种技术应用能在新的教育情境中得以

开展遥惯习能对信息化教育发展产生双重效果袁作为一

种心理图式袁 有助于将新技术纳入原有的经验中并促

进技术应用袁 但也会成为一种保守力量阻碍技术在教

育中的应用遥 特别是教师的教学生活具有一定的保守

性尧 封闭性与惰性袁野原有的日常教学生活的态势势必

被打破时袁教师往往采取一种被动的接受主义态度袁很

少以一种主动尧积极的姿态迎接变革与挑战冶[33]遥 因此袁

技术应用的惯习反映在教师行为上袁更倾向于野适应冶

而非野超越冶遥所以袁信息化教育实践的开展还需要各种

资本的推动袁对原初的保守性惯习进行转换与超越遥

而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教育场域内的最主要的资

本形式袁它意味着野一个人拥有文化资本的多少受到

其所属阶级尧 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袁

并影响到其在特定场域中的有利或不利地位冶[34]袁又

往往以知识教育或学历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遥在信息

化教育场域中袁这种文化资本体现为教师和学生的信

息化知识或素养遥 师生只有具备必要的知识和素养袁

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袁才能通过这种文化资

本建立信息资源尧技术尧人和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袁进

而促使信息化教育场域的形成遥 比如袁TPACK被认为

是教师应掌握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袁它能促进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遥 反之袁如果教师不具备类

似的知识素养袁便无法融入信息化教育场域中袁甚至

会遭到排斥遥 甚至可以说袁教师拥有信息化教育知识

素养的程度会对信息化教育发展水平产生影响遥 因

此袁信息化教育实践场域具有不确定性袁它不会遵循

一些所谓的必然发展路径袁而总是受到某些惯习驱动

和资本竞争的影响遥

渊三冤信息化教育实践应注重设计环节

无论教育还是技术都并非天然地服务于人的发

展袁而且它们本身都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袁信息化

教育实践充满着比传统教育更加复杂和劣构的问题遥

因此袁设计对信息化教育实践尤为重要遥 设计是人基

于某种需要而对外界生存环境或事物进行再造和重

组的过程袁并被认为是一个野逻辑要经验冶过程袁既贯

穿着逻辑性的真理袁 也表现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袁并

折射着不同权力和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35]遥 信息

化教育必须遵循关系思维袁立足于丰富而又复杂的实

践袁多维度尧多角度地推进信息化教育设计遥通过设计

以实现人尧技术尧信息与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契合袁并

生成信息化教育实践场袁从而适应人的发展遥

人和技术都具有多重性袁 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兼

备的尧处于具体历史活动中的尧具有个体主动性的人[36]遥

而技术是客观规定性和主观目的性的统一袁 它既要遵

循自然物理规律袁还蕴含着人的目的和意志遥特别是新

型信息技术具有智能性和个性化袁 能满足人的个性化

需求遥 因此袁信息化教育应超越标准化的尧预设性的知

识传输袁在信息资源与技术的支持下呈现开放性尧灵活

性和多样性的特征遥 所以袁 信息化教育既需要教学设

计袁还需要技术设计袁除了考虑发挥信息资源与技术的

物理功能之外袁应坚持以人为中心袁考虑人的学习特征

和发展需要袁做到因材施教遥 另一方面袁信息化教育设

计应具备规范性与生成性袁 在一定的技术物理功能的

基础上遵循人和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袁 还要尊重不同

个体的个性差异和需要袁 为学习者提供最优的学习路

径遥 可以说袁通过具体而微的设计才能消解单向度尧实

体化的技术观袁造就人和技术融合共生的教育世界袁从

而激发学生潜藏的发展可能遥 比如袁 美国硅谷学校

AltSchool被认为是一个以个性化参与原则为基础的连

锁学校袁它要求学生通过高科技手段袁以个性化方式参

与到不同知识和内容的学习过程中遥而且袁每所学校都

配备了软件工程师袁 通过定制的技术平台或工具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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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遥 可以说袁

AltSchool超越传统的野一刀切冶教育模式袁尊重了学生

的主体性遥而且袁这种教育方式能让学生了解自己袁体

验学习的快乐和成功袁并以更好的方式规划自己的发

展道路遥

综上所述袁区分信息和信息技术是理解信息化教

育的一个重要起点遥借助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和后现象

学袁 能够对信息化教育的存在方式进行探讨袁 人尧技

术尧信息和教育具有平等的本体地位袁其中的两两要

素之间能相互影响袁这四者能构成四位一体的存在论

结构遥 信息化教育实践应体现出关系思维袁建构相应

的实践场域袁并注重信息化教育设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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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Ontology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AN Tao

(School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is a specific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e discussion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can provide an overview and

measu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points out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are two different exis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Then, according to Heidegger's ontological mechanism and Don Ihde's post -phenomenolog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human -

technology-information-education". Those four factors have similar ontological status as well as the sam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and all the factors involve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ree levels, that is, the practice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embody relational thinking, construct the practice fiel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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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at learning engagement is a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emotional

state, cognitive participation state and behaviors generated by interacting with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n,

an analysis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learners' instantaneous behavior data, learner-content interaction data,

learner-context interaction data is established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multiple-modality data modeling

from four aspects of learning behavior modeling, modal sensor modeling, algorithm modeling and new

technology intervention is discus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modality data, combined with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both the fine -grained indicator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modeling

proces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can be analyzed. Finally, the problem which independent data sources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associations can be solved and the learning rules can be explored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Learning Engagement; Multiple Modality; Data Representation; Key Technologies;

Learning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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