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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学习中的“探究”：杜威探究认识论的

赋义与释读

周 榕袁 侯 甜

渊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袁 陕西 西安 710062冤

[摘 要] 探究是完成 STEM学习的核心途径遥然而袁对于野什么是真正的探究冶袁仍存在观念误读与实践偏差遥杜威探

究认识论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二元对立的局面袁对探究的本质与过程以及情境尧经验尧问题等关键概念进行了阐明与构

造遥 因此袁借助杜威探究认识论袁对 STEM学习中的野探究冶哲学意蕴进行审思袁对其跨学科和问题解决特性予以释误袁并

对围绕探究开展的历史实践加以剖析遥 研究表明袁STEM学习中的野探究冶应以有价值的问题为原点袁经由野有控制的转

变冶而获得野有根据的断言冶遥 STEM学习中的野探究冶应当实现知识尧经验尧情感的多维度跨越袁从而形成能够判断当前情

境并预测未来的断言袁这才是其真正的结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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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STEM学习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重

要课题遥探究实践与 STEM学习息息相关袁因此袁许多

学者对 STEM学习中探究的形态与过程进行了哲学

审思和实践探索遥 然而袁对于野什么是真正的探究冶这

一关键问题袁无论是学界还是一线教师都无法做出实

质性的回应遥 这迫使我们拨开迷雾袁追溯野探究冶的哲

学本义袁获得对 STEM学习中野探究冶的正确解读和实

践关照遥

杜威的探究认识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遥

传统认识论主张袁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袁个体以

旁观者的视角获取知识袁不进行主动思考[1]遥 杜威则旗

帜鲜明地批判了野二元认识论冶袁强调探究主体在认知

活动中的重要性袁阐明了野实践者亲历冶 的哲学立场[2]遥

杜威的探究认识论实现了对传统认识论的革命性改

造袁 是基于实用主义逻辑学对探究做出的系统诠释遥

因此袁借助探究认识论袁能够解析野探究冶的意义内核袁

更能清晰地勾勒出 STEM学习中野探究冶的哲学图景遥

二尧杜威探究认识论的历史流变

杜威不断厘清野探究冶的哲学本义的过程袁既体现

着其对传统野二元认识论冶的抵抗和拆解袁也贯穿着对

实用主义认识论的秉承和张扬遥

渊一冤杜威探究认识论的萌芽

初入大学时袁杜威对情境问题即展开了思考遥 黑

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对杜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遥黑

格尔将野情境冶描述为院野由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形成遥

情境使普遍世界中还未发展的事物得到真正的自我

表现遥 冶[3]杜威继承了黑格尔对于野情境冶的概念表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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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仅承认野局部的统一体即情境冶袁认为野情境是由

有区别的要素组成的统一体冶[3]遥这种统一性思维为后

期杜威突破经验与自然的野二元认识论冶奠定了基础遥

其后袁杜威受到詹姆斯机能心理学的影响袁逐渐

转向实用主义遥詹姆斯认为袁意识是大脑的功能袁它指

导人类去适应外部环境袁并将意识的变化称作野意识

流冶[4]遥 野意识流冶的提出促使杜威对野情境冶的概念做出

动态解读袁将其定义为野由主体及客体所构成的整体

范围冶[5]遥 当主客体处于怀疑状态时袁即构成了问题情

境袁随着适应环境的行为不断进行袁野意识流冶的焦点

转换将推动问题情境持续演变袁从不确定转向确定遥

渊二冤杜威探究认识论的推进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杜威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

奠基的作用遥 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野起源冶袁体现了生命

物质变化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遥这种传统观念与自然科

学的论争袁促使杜威转变了传统哲学对绝对确定性或

终极性的信赖与追求袁开始关注变动尧开放且带有不

确定性的未知世界袁探索经验如何推动或阻碍人类的

发展袁这标志着杜威野经验冶思想的形成遥

近代经验主义将经验看作主体的主观感受袁人们

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袁无法认识表象背后的本体遥 在

杜威看来袁 主体的实践活动以经验材料作为前提袁并

且在实践中对自然本身形成认识袁因此袁经验和自然

内在关联而非相互对立 [6]遥 杜威将其生动地描述为院

野经验是用来揭露自然的真实面貌的工具袁 是人类深

入自然的内核的途径噎噎只要人们有勇气去追寻经

验中包含的力量袁经验就能体现出这种力量遥 冶[7]

渊三冤杜威探究认识论的形成

皮尔斯的科学探究理论直接影响着杜威探究认

识论的形成遥 皮尔斯认为袁人们之所以进行科学认知

或日常认知袁源于对某些东西的不确定[8]遥 野怀疑冶促使

人们寻找某种可靠或值得信赖的东西遥探究活动的起

点不是对求真的诉求袁 最终结果也不是获得真理袁而

是获得某些让人信服的信念遥

杜威与皮尔斯立场相似袁 他把认识论转化为一种

探究理论遥日常生活是连续统一体袁并由于主体的怀疑

而呈现为一个个不确定情境遥探究即为野从不确定的情

境向确定情境的转化冶袁其目的是结合自身经验袁经过

一系列的推论和试验袁获得野有根据的断言冶[9]遥

综上所述袁 杜威探究认识论经由绝对唯心主义尧

机能心理学尧 进化论和科学探究理论实现了蜕变袁先

后完成了野情境冶野经验冶野探究冶等关键概念的构造遥之

后袁探究认识论经历了 80多年的演化和沉淀袁成为杜

威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理论分支遥

三尧杜威探究认识论的哲学意蕴

野经验冶的概念是杜威探究认识论的根基遥在他看

来袁经验是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袁集中体现着人与自

然的交互作用[10]遥 要厘清杜威眼中的野探究冶袁必须从

野经验冶的含义与作用谈起遥

渊一冤探究认识论的逻辑起点院经验

杜威认为袁经验不是独立的精神尧心理现象袁而是

伴随行动过程产生的[11]遥 这打破了前人对经验的二元

分裂式理解遥传统经验哲学将经验看作是人们通过感

性知觉获得的最粗糙的知识袁并且认为袁经验具有主

观特性和认知意义袁与自然截然分开[12]遥 杜威则认为袁

经验与自然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系统袁仅仅将经

验等同于知识是完全错误的[12]遥 野经验冶表达了一种范

围指称袁既包括事物尧对象尧事件层面的内容袁也包括

心灵尧主题尧意识等层面的内容遥 因此袁经验实现了物

质与精神尧客观与主观的对立统一袁是具有多重意义

的哲学概念遥

杜威对于野经验冶的哲学解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院

第一袁经验具备主客体的双重意义院尝试与接受遥

经验不仅表明人们面临尧承受尧追求什么袁也表明人们

做了什么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袁表明人们行动尧渴望尧

坚持和信仰的方式[12]遥 因此袁杜威心中的野经验冶袁既包

括所经历的客观事物袁也包括其中野做与受冶的过程袁

人们先是对此物进行分析袁再采取行动袁随后承受其

结果袁人与自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均包含其中遥

第二袁经验的转化具有连续性与交互性遥 连续性

是指新经验中总是包含先前经验的内容袁 亦会传递

到新的情境中袁从而改变新经验的性质遥 交互性意味

着人与情境不断交互袁从而促进经验的发展遥 需要注

意的是袁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可构成经验遥 杜威举例

说袁倘若一个孩童把手伸向火里而被灼伤袁只有当他

将这个行为和疼痛联系起来袁才能获得经验遥 否则袁

对他而言袁被灼伤就和烧木头并无两样[6]遥 这意味着袁

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将行动与其结果联系起来袁 就不

能形成经验遥

第三袁基于深入自然的方式袁经验可分为野原始经

验冶渊非认知/非理智的经验冤和野反思经验冶渊认知/理智

的经验冤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袁后者是前者的重组与蜕

变遥二者的区别即是野原始经验中粗糙的尧天然的题材

与被凝练尧被加工的反思对象冶之间的不同[13]遥 可见袁

杜威试图用野经验冶一词将人类生活的本然状态完整

地呈现出来袁他真正想要强调的是经验的诸要素之间

混沌未分的状态袁而这就是本真的生活状态遥

12



2021年第 2期渊总第 334期冤

渊二冤探究认识论的经验行为院探究

探究以经验作为逻辑起点袁 并产生实际的新经

验遥在探究中为解决问题而获得的阶段性知识需要放

置在问题情境中加以检验遥 此时袁原始经验与反思经

验结合起来成为整体袁从而建立情境的意义遥 从生物

学意义来看袁探究反映的是有机体渊人冤利用各项身体

组织找寻答案的过程袁即人与自然交互的过程遥 这一

过程的展开基于有机体及其野做与受冶的行为袁这正是

现实而生动的经验过程遥

杜威认为袁 真正意义的探究是对生活的探究袁它

包含两层意义院其一袁探究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和人

生际遇袁才能显现出真正的价值曰其二袁探究自始至终

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进入可信赖的生存环境袁那些动荡

的未知境遇将在探究的考察和操作中被逐渐认识和

澄清[10]遥 在此意义上袁生活的探究即是人们为建立规

则秩序而进行的日常经验行为遥

四尧基于杜威探究认识论对 STEM学习中

野探究冶的逻辑解读

探究是 STEM学习的根本特征袁它与普适意义的

探究存在共通之处遥 杜威围绕野探究冶展开的思索袁可

以看作是基于经验视角对 STEM学习中野探究冶的意

义再造遥

渊一冤STEM学习中探究的原点院有价值的问题

当下的 STEM学习往往始于游戏尧案例尧生活矛

盾或者实践需要袁可归结为 野问题冶遥 STEM学习活动

被看作是提出问题尧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遥 然

而袁杜威认为的探究过程并不是解决问题袁而是明确

问题尧准确表述问题的过程遥 在杜威看来袁野一个问题

问得好袁本身就使其解决了一半冶[14]遥 问题被表述的足

够准确就近似于被解决遥 故而袁STEM学习中野探究冶

的本源便是寻找到初始的有价值的问题袁并且确定问

题呈现的条件遥

关于野问题冶内涵的界定袁学界存在多种看法遥波兰

尼提出院野一个问题袁就是一个智力上的愿望遥 冶[15]图尔

敏认为院野科学问题=解释的理想-当前的能力遥 冶[16]杜威

则强调袁有价值的问题必须放置在野情境冶的概念框架

下来理解和判断袁因为情境决定了问题的外在条件[17]遥

野情境冶是具有统一性的外部世界袁也是经验得以

产生的背景性条件遥任何对象或者事件都被复杂的环

境缠绕袁野它们总是沉浸在经验世界的特殊部分尧片段

或方面中袁即为情境冶[14]遥 情境本身是不确定的袁但情

境的发生有着明确的界限与条件袁即与人类相关遥 只

有个体在所处的环境中遭遇困难或矛盾时袁问题及其

情境才会产生遥

因此袁STEM学习中的探究问题袁是主体在经验作

用下袁对所处环境自发产生的矛盾或者疑惑袁而不是

由他人赋予的活动目标或者行动任务遥有价值的探究

问题浸润在复杂现实中袁能够引发人与环境诸要素的

交互作用袁并使个体经历野做与受冶的过程遥 对 STEM

学习中探究问题的界定应置于完整的情境框架下袁而

不是提供纯粹的客观条件渊如解决问题需要的技术资

源冤或者阐明理想化的主观状态渊如完成任务需要的

情感尧动机因素冤遥真正的情境包含了确定问题所需的

前景尧背景尧视野等客观因素袁又包含着理解问题所需

的带有主观情感的经历遥 它具备能动性袁能够帮助探

究者完成主动的释疑和澄清袁降低对环境认知的不确

定遥它具有复杂性袁不仅容纳各种观点和行为袁还能在

人与环境的作用与反作用中检验探究的结果遥它能够

承接过去并且面向未来袁帮助人们将行动和结果关联

起来袁完成经验从过去到将来的传递遥

渊二冤STEM学习中探究的过程院野不确定情境冶到

野确定情境冶的有控制转变

杜威认为袁探究的前提是要有困惑存在遥 所谓探

究袁实际上就是寻找困惑袁并且力图准确表述它的过

程[18]遥 由于问题是根植在情境中的袁因此袁问题逐渐产

生与明确的过程需要探究者不断调整自身与情境之间

的关系遥在此意义上袁探究就是主体基于经验而实现的

受控制的情境转化袁其目的是产生有根据的结论遥 转

化的过程不仅要在时间维度上满足澄清问题所需要

的跨度袁更要在功能维度上确保情境转变的可控性遥

对于如何实现上述的转变袁杜威也经历了不同时

期的认知变化遥 1910年袁他首次提出探究模式袁包括院

渊1冤感到困难曰渊2冤描述不确定的情境并将其表征为问

题曰渊3冤提出可能的解决建议曰渊4冤对假设进行推理曰渊5冤

进一步观察和验证袁 得出支持或反对假设的结论[19]遥

此时袁杜威只是线性地将探究过程描述出来袁即从野不

确定情境冶经由野探究冶变成野确定情境冶遥 1933年袁杜

威再次提出了二维结构的探究模式袁并强调反思性思

维与教育过程的关系袁即著名的野探究五步法冶[20]遥

在修订的探究五步法中袁杜威详尽阐明了探究过

程中个体思考的状态袁对如何实现野控制和定向冶作出

了实质性的解答遥 在二维模式中袁时间维度渊纵向冤描

述探究的起源及目的袁即探究起源于不确定尧模糊的

情境袁经过探究后形成了判断或有根据的断言袁从而

进入确定性的情境中遥功能维度渊横向冤揭示了从产生

怀疑到验证假设的具体探究过程与行为遥伴随行为的

发生和目标的达成袁探究者将经历以下思维过程院渊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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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困难袁 即情境中出现了暂时阻止行为的事物曰

渊2冤困难的智力化袁即将困难渊通过直接经验冤感知为

可解决的问题曰渊3冤建立思路或假设袁并且搜集尧观察

事实材料曰渊4冤对思路或假设进行心智上的精细加工袁

即推理曰渊5冤通过显性的行动来检验假设遥这些阶段并

非顺序相接袁而是动态变化的遥相较之前袁新的探究五

步法增加了思维层面的内容袁是杜威对探究模式所做

出的最成熟和最清晰的阐述遥 目前袁部分 STEM学习

探究模式的构建正是以探究五步法作为理论的发端袁

如影响广泛的 5E探究教学模式遥

渊三冤STEM学习中探究的结果院有根据的断言

传统哲学用知识尧 信念等来描述探究的结果袁并

将知识看作是具有永恒性质的东西袁可以进行区分和

归类遥然而袁杜威认为袁任何有根据的判断都是由连续

的探究行为建构的袁一系列的判断形成知识[21]遥 因此袁

知识作为探究的结果是阶段性的袁 并不具备永恒意

义袁这恰好证明探究是一种持续的进程遥在杜威眼中袁

野知识冶一词会引起许多不恰当的理解袁所以他用野有

根据的断言冶 来代替野知识冶袁并认为野有根据的断言冶

不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野被断定的知识冶或者野被证明

的信念冶袁它既不确定也非永恒袁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

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评价其稳定性的标准[22]遥

杜威认为袁 探究的结果应具备两个特点院野有根

据冶和野可断言冶[23]遥 野有根据冶是指探究的结果来自过

去的积淀袁 是在当下情境中依据经验证据作出的判

断遥 野可断言冶则在时间维度上指向未来袁表明探究的

意图在于对将来进行预测遥 因此袁STEM学习中探究

的结果不仅是基于经验积淀而对当下情境产生的理

解袁还包括这种理解在未来相似情境中的迁移遥 需要

强调袁所谓的野有根据冶是相对的稳定状态袁过去被确

定下来的事物袁可能由于新情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而获

得更新遥

那么袁野有根据的断言冶以什么形态出现钥 杜威指

出袁野可以把判断看作是探究的结果袁判断中包含着探

究所得出的结论性的内容冶[24]遥 命题是探究的工具和

手段袁它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意见袁引导探究的进行遥当

作为中介的命题被肯定时袁 最终的断言就得以形成袁

标志着探究的完成遥例如院当我们发现植物即将枯萎袁

推测是野因为没有足够的阳光冶袁这就是一个命题遥 当

发现阳光充足袁于是提出下一个命题院野因为没有足够

的水分冶遥当确认水分充足时袁又通过资料了解到这种

植物需要特殊的养分遥 此时袁我们得到结论院野给植物

补充足够的养分能够使其焕发生机冶袁这就是判断袁是

此次探究的结果遥它的价值是帮助我们获得对当前问

题的澄清袁并且作为新的命题袁在下一次的探究中发

挥引导作用袁获得新的判断遥

在 STEM学习中袁探究所形成的野有根据的断言冶

可以进一步划定为三种样态院 首先袁 是肯定/否定判

断袁它表明探究的结果具有证明或澄清的能力遥例如院

当提到野STEM学习是跨学科的冶袁就表明在探究中所

观察的 STEM学习现象与跨学科的特性存在着能够

被证明的内部关联遥其次袁是关于量的判断袁它可以用

不同的逻辑形式表达情境中事物的程度或者数量遥例

如院可以得出判断野玉米的生长需要大量的阳光冶袁也

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野一株玉米每天吸收 1.64公斤的

水冶的结论遥 最后袁是作为叙述或者描述的判断遥 叙述

是对确定情境的时间性状态的表达袁描述则是对其空

间性状态的说明遥例如院通过探究可以获得野玉米的光

合强度随光照度的上升而增加冶或者野玉米的叶由叶

片尧叶鞘和叶舌组成冶的断言遥

五尧基于杜威探究认识论对 STEM学习中

野探究冶的释误与正名

当下袁人们普遍认为 STEM学习中探究的核心特

征是跨学科和面向问题解决遥然而袁在解析其内涵时袁

仍存在着误读袁 需要在探究认识论的关照下加以澄

清遥

渊一冤跨学科尧跨场域抑或跨情感

STEM学习中的野跨学科冶大多被理解为学科知识

间的跨越遥 STEM施教者强调立足于生活经验和社会

问题袁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整合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袁从而获得认知的进步与突破[25]遥 继而袁有学者基于

知识来源的多样性袁提倡打通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

场域袁将生活情境尧实践情境与学校教育情境融合起

来[26]袁其目的仍是促进知识的应用和认知的发展遥 然

而袁假如学生面对的是道德或情感问题渊如建立一段

社会关系冤袁基于知识关联的探究就难以满足其需求遥

除了知识和场域袁STEM学习所倡导的跨越还应当在

哪个层面发生钥

杜威的探究认识论提供了崭新而开阔的视野遥杜

威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看作是探究袁把探究看作

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遥 探究是经验行为袁而经验具有贯

通亲身经历与社会文化的意义遥 通过探究袁个体逐渐

掌握人类社会的语言尧情感尧信念和道德袁从而成为

野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冶[27]遥 在进行探究时袁人们不

仅要面临认知的挑战袁还要应对情感尧道德尧社会关系

等要素组成的复杂网络的牵绊遥作为人与世界相互作

用的过程袁探究不单是认知操作袁更是通过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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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立价值观达到对世界的全面理解遥

杜威强调经验学习中情感所占的重要地位袁认为

审美情感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经验的理想形态[7]遥 更重

要的是袁情感与认知相互依赖尧彼此联系遥每当人们在

与世界的交互中遭遇了困难袁他们都会从中辨识出情

感突变袁并且在引发反思的同时重建平衡遥 这意味着

STEM学习中跨学科认知的过程必然引发来自不同

立场的情感的冲突和交融遥在跨学科和跨场域的海面

下袁是跨越情感所产生的漩涡与洪流遥 因此袁对 STEM

学习中探究的理解袁 绝不能局限于学科知识的整合袁

而应将其置于所经历的生活和社会整体中袁 使得知

识尧经验尧情感等多维内容得到承载与结合遥 这样袁对

野跨学科冶的理解边界才能得以拓展袁STEM学习中的

探究才能吸收更为丰富的哲学营养遥

渊二冤问题解决尧思维成长抑或形成野有根据的断

言冶

现下的 STEM实践往往将探究的成果定位为表

明问题得以解决的实证性产品袁以及借助物化产品培

养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遥一些学者还强调 STEM学

习的目标是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迁移袁实现思维提升与

品格成长[28]遥 我们不禁疑惑袁STEM学习中的探究袁其

意义究竟是问题的解决袁还是思维的成长袁抑或是两

者的结合曰它们能否突破科学主义为 STEM学习划定

的阈界袁凸显教育对于人的哲学意义钥

杜威曾多次重申袁 探究不仅是问题解决的过程袁

更是问题不断呈现和明晰的过程[29]遥 现实中袁问题的

呈现存在多种可能袁探究者必然依赖个人经验与环境

的互动来建构对情境的不同理解遥 在通过探究将野不

确定情境冶转化为野确定情境冶时袁探究者更加需要依

靠经验的积淀袁对命题进行推理袁从而做出野有根据的

断言冶遥因此袁断言的形成受制于经验尧智力尧见识等主

观意识袁又反过来推动着认知的成长袁使探究者最终

获得经验的发展遥可见袁解决问题并非探究的目的袁认

知成长是完成情境的有控制转变的条件袁而获得野有

根据的断言冶才是实现完整的探究意义的结局袁是在

哲学层面上对探究结果的观照遥

因此袁STEM学习中的探究从问题发端袁 但并不

以问题的解决为终点遥 对探究结果进行评价袁不应止

步于评判产品的科学性尧创造性袁或者测量某种思维尧

情感尧能力或者品格的水平袁而是要判断探究者是否

得到了某种野有根据的断言冶遥这种断言应该具有三个

特征院符合过去经验和情境的特征尧能够对当下的野确

定情境冶进行明确的判断尧能够对未来可能的情境做

出预测遥

六尧杜威探究认识论的 STEM实践回响

杜威通过创办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袁 将对探究的

理解变成现实行动遥之后袁基于探究认识论的实践在许

多地区逐渐开展袁 为理解 STEM学习中的探究提供鲜

活的经验遥

渊一冤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历史努力

杜威认为袁 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都是跨学科的袁

有效地判断来自全面的知识[30]遥 因此袁杜威实验学校

的课程强调通过整体性的探究来建立对美国社会职

业的认知[31]遥 例如院为了研究纺织工业的历史沿革袁学

生重现了前工业时代的整个织布过程[32]遥 他们收集原

材料袁制作木制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袁将材料纺纱和染

色袁 最后织成自己设计的布遥 这其中袁 有着明显的

STEM学习的特征遥 在经济学方面袁学生体验了如何

通过买卖布料来谋生曰在物理方面袁学生掌握了织布

机的结构和原理曰在化学方面袁学生学习了肥皂和染

料的相关知识曰在艺术方面袁学生懂得了如何利用颜

色和图案绘制出漂亮的布料遥

杜威认为袁学校教育和校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袁

仅仅将一系列活动放在一起并不是跨学科的探究袁它

需要解决学生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33]遥 然而袁在纺织工

业项目里袁 学生并不知晓为什么要了解织布过程以及

有没有必要使用织布机谋生袁 他们所解决的问题并不

是现实生活中发现的困惑遥 这有悖于杜威对于有价值

的问题的论述遥 因此袁 尽管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教师在

20世纪初便大胆尝试利用探究来改变教学的面貌袁却

未能将杜威的哲学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实践中遥

渊二冤探究认识论实践的现代改良

杜威探究实践的不足在于缺少对探究问题情境

的有效构造遥 为此袁后人在如何创设探究问题上进行

了不懈的探索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实践案例遥

佩德罗窑阿尔比祖窑坎波斯替代高中 渊Dr. Pedro

Albizu Campos Alternative High School冤开展的芝加哥

城市农业项目生动地展现了将 STEM学习与日常生

活相互联系的过程[34]遥 项目伊始袁学生讨论社区中存

在的帮派和家庭暴力问题袁并在分析原因时意识到袁

人们之所以加入帮派袁 是因为帮派为其提供了基本

生活需求遥 于是袁学生提出设想院如果能帮助社区来

提供这些基本需求袁 人们便不会过多地卷入帮派活

动遥由此袁讨论范围缩小到社区的食物问题上遥之后袁

学生在一所暑期学校里进行了食品园艺调查袁 发现

社区的居民很难获得新鲜且便宜的当地农产品遥 因

此袁 探究问题进一步聚焦到社会生态背景下的城市

15



电化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 杜威.确定性的探究[M].彭国华袁译.北京院中华书局袁2002院62.

[2] 郭法奇.探究与创新院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J].比较教育研究袁2004渊3冤院12-16.

[3]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袁译.上海院商务印书馆袁1997院254.

[4]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唐钺袁译.北京院商务印书馆袁1965院257.

[5] 简窑杜威.杜威传[M].单中惠袁译.合肥院安徽教育出版社袁2009院53-54.

[6] DEWEY J. Experience and nature[M]. London院 George Allen and Unwin袁1929院15袁316.

[7] 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袁译.南京院江苏教育出版社袁2005院2袁247.

[8] 皮尔斯.皮尔斯文选[M].涂纪亮袁译.北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2006院72.

[9] DEWEY J. Logic院the theory of inquiry[M].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院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袁1991院108.

[10] 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袁译.上海院商务印书馆袁2007院11袁37.

[11] 杜威.杜威全集[M].陈亚军袁姬志闯袁译.上海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袁2012院39-58.

[12] 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袁译.北京院商务印书馆袁1960院10袁16.

[13] DEWEY J. The later works[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院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袁1981院15.

[14] DEWEY J. Logic院 the theory of inquiry[M]. New York院 Holt袁Rinehart and Winston袁1938院 5袁7.

[15] POLANYI M. Problem solving [J].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袁1957袁8渊30冤院89-103.

[16] TOULMIN S. Human understanding [M].Oxford院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袁1972院63.

[17] 杜威.评价理论[M].冯平袁译.上海院上海译文出版社袁2007院143.

[18] DEWEY J. The quest for certainty院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院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袁1984院181.

[19] DEWEY J.How we think[M]. New York院 D. C. Heath & CO. Publishers袁1910院72-78.

[20] BROWN M J. John Dewey's logic of science[J].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袁2012袁2

渊2冤院24-46.

农业发展策略上遥 接下来袁学生集中讨论了社区应当

采取什么措施来调整食品价格和增加供应袁 并认为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最为重要遥 于是袁他们研究了植物

病虫害的诊断和防治方法袁学会了正确地使用农药遥

他们学习了相关气候知识袁 总结出提高产量的各种

技巧和方法遥 在面对困难时袁他们争取家长尧社区成

员及外部组织来参与项目袁帮助实施一些农业操作遥

他们还通过学校和教师的帮助袁 与附近的一所大学

开展了健康和食品推广项目袁 践行探究中得出的问

题解决策略遥

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探究活动遥学生的讨论延

伸到了生态学尧经济学和社会学层面袁获得对社区农

业发展的整体理解袁并且建立了积极的生活态度遥 他

们通过观察社区生活袁将自身经验与探究问题联系起

来袁并意识到作为野社会变革推动者冶的责任与义务遥

探究经由真实的思考尧体悟和行动袁转变为有趣的生

命历程遥

这里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杜威所期待的野围绕问

题的挖掘与呈现而展开的探究过程冶[20]遥 STEM学习中

的探究问题袁既不是课程所规定的学习任务袁也不是

教师假定的有吸引力的项目袁而是学生在发现尧体验

和观察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遥 探究伴随着发现问题尧

定位问题和修正问题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发生袁学习的

内容尧重点和方向也随之调整遥在此过程中袁情境中产

生的判断推动探究向更深入的方向铺展袁面向生活的

忧患意识尧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尧解决问题的兴奋感尧探

秘科学的成就感交织在一起袁不同来源的知识和经验

彼此融合袁为学生在未来的野不确定情境冶中利用和传

递经验提供了可能遥

七尧结 语

至此袁以杜威视角澄清探究本质尧明晰探究过程袁

从而勾勒 STEM学习中探究全貌的工作基本完成遥通

过野探究冶这一概念袁杜威将逻辑思想尧形而上学尧知识

论等相近领域的理论有机整合袁从而呈现出其哲学思

想的整体面貌袁成为实用主义流派极为灿烂的思想成

果遥 后人将其移植到更加广泛的人文土壤中袁催生出

关于教育探究尧伦理探究尧社会探究和政治探究的思

想维度袁在教育哲学尧道德哲学尧社会哲学及政治哲学

等领域结出丰硕的理论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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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in STEM Learning: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Dewey's Inquiry-oriented Epistemology

ZHOU Rong, HOU Tian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Inquiry is the core approach to STEM learn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actical bias about "what the real inquiry is". Dewey's inquiry -oriented

epistemology breaks the duality of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clarifies and constructs the nature and process

of inquiry as well as the key concepts such as context, experience and questions. With Dewey's inquiry-

oriented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inquiry" in STEM learning,

clarifies its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oblem-solving nature,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about STEM

inquir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quiry" in STEM learning should start with a valuable problem, and

derive "informed assertions" through "controlled transformation". The "inquiry" in STEM learning should

real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n of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emotion, and the assertion that can jud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t the future is the real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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