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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能力是国家尧组织及个人长足发展的关键力量袁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是当前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遥 设

计作为一种创造力活动袁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遥 文章基于设计与创新的相互依存关系袁分析了设计及设

计教育在促进创新人才的知识尧思维与人格方面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袁以此论证了设计教育发展的必然性遥 在此基础

上袁梳理了设计教育由家庭师徒传承的教育形态发展到知识网络时代以创新为目标的设计素养教育形态袁提出了不

同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袁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可开设专门的设计相关课程袁另一方面可将设计与其他学科

课程融合袁以设计思维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曰基础教育阶段通过艺术与设计尧设计与技术为主的设计课程袁与学科课程

融合的课程以及创客教育的途径来开展设计教育遥 在开展设计教育过程中袁教师以设计思维方法为创新变革教学的

策略和方法袁通过整合设计素养与学科素养作为培养目标袁由简单到复杂来设计教学内容袁并在多元泛在化的课程中

指导学生以设计思维方法来完成实践活动袁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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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创新能力是国家尧组织及个人长足发展的关键力

量袁创新人才培养是新时代教育的发展方向袁叶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曳中明确提出未来需野创新人才培养方

式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冶[1]遥 设计是人类有

目的地运用创造力的过程[2-3]袁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特

征[4]袁它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遥 从 20世

纪 90年代开始袁 许多企业将设计作为其创新成功的

关键要素袁以设计能力闻名的高科技企业的实践也引

发了创新研究领域对于设计的关注[5]遥 在当前日益关

注创新的环境下袁设计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

中野设计仅是设计师才做的事情冶的内涵袁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尧行为准则袁或者解决

问题的途径遥

国际上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认识到设计对

于促进公民个体及国家创新力发展的价值袁很早就在

课程改革中关注设计方面的内容袁并提出在任何阶段

的教育中开展公民的设计教育遥 研究者们认为野设计

有助于人们提高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认知技巧和能

力冶野设计实践活动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6]冶遥他们

通过关注和探索如何能让每个人都能像接受自然和

社会学科知识一样袁接受设计教育[7]袁探索通过设计实

践活动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遥 当前我国的设计教育处

在初级阶段袁野应向多维多领域发展袁逐步过渡到中等

教育阶段的设计课程袁 加强创新创业实践及理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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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袁并使之系统化和制度化冶[8]遥 本文在介绍设计与创

新的关系基础上袁探讨设计教育的内涵及促进创新能

力培养的途径及策略袁 促进设计教育的推动和发展袁

实现个人及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遥

二尧设计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渊一冤设计与创新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袁任何造物活动

都是设计遥 远古时代袁人类为了生存尧解决日常所需袁

适应农业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需求袁手工制作产

生大量以功能和实用性为主的制品遥 工业革命时代袁

设计与创造适应和促进了工业时代市场与经济的需

求遥 当前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袁 设计融合了技术尧经

济尧艺术尧环境等更多因素袁其更注重创意尧创造与创

新遥创新是创造性劳动的过程袁其为人类社会创造出

未有的尧有价值的制品[9]遥 人们很早就关注到设计和

创新之间的关联袁研究者认为设计是创新的核心袁野其

目的是产生一个能够表现对象视觉效果尧装置和外形

的原型冶[10]曰 设计也是人类有目的地运用创造力的过

程[11-12]袁是人类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进行创新构思袁得

到具有科学性尧实用性尧新颖性及创造性制品的一种

实践活动遥 Swann认为设计中需要人类的创造力袁创

造力在设计中既可以产生技术创新袁还可以促使产品

化和商业化[13]遥

设计与创新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设计造就

了创新袁是实现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袁其本质是不断

地在新的方法中发现新的表现可能遥在设计过程中将

创新表征化和具体化袁体现制品的价值和新颖性遥 与

此同时袁创新存在于设计过程的各个阶段中袁它是设

计的核心和灵魂遥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创造性思维来推

动设计创新袁运用创造性方法来实现创新袁使制品具

有更高的创新性遥

渊二冤设计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

创新能力是指把创新的思想尧理论及方法转化为

实际制品的能力[9]袁其结构由智力与非智力的三个维

度六个因素组成遥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关注创造性思

维尧创造性人格尧创造性能力三大方面[14]遥 考察创新的

要素及创新人才特征时发现袁设计活动与培育创造性

人才的策略很相近遥 当设计作为一种教育内容袁以设

计教育的形态出现时袁其对创新人才的知识尧思维与

人格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1. 设计的多学科融合与创新知识发展

创新需要宽广丰富的知识面袁为了更好地培养创

造性人才袁 需要培养具有一定宽度和深度知识面的

野T冶形人才[14]遥 同时袁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越来越综合尧复杂袁高度需要人们具备应用跨学科知

识和能力来解决这些复杂问题[15-16]遥

设计面向野客观世界冶袁具有真实性尧情境性尧审美

性尧跨学科性尧综合性尧创新性等特征袁它与科学尧技

术尧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袁有互为因果的关

系[17]遥 科学尧技术尧艺术和人文知识是设计实践中不可

或缺的内容袁设计应用于科学尧技术尧艺术尧人文等多个

学科袁同时又能与多学科之间进行融合与互动袁其能

有效促进知识与真实生活的联系袁实现野知识的应用尧

验证和实践冶袁以及怀特海所提倡的野消除各学科知识

之间的孤立状态冶[18]遥 设计与艺术的结合袁引导设计者

学习尧领会与运用审美来进行设计曰设计与自然科学

的结合袁 以科学思想的形式来表达事物设计的过程袁

并促进设计知识的推理与证明袁为设计的构造解释奠

定了科学基础曰设计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袁从野人与

自身尧人与群体尧人与环境尧人与社会历史冶等多元化尧

系统化的人类学角度袁引导设计者考虑人尧社会的需

要进行相应的设计遥因此袁通过设计活动袁能够促进科

学尧技术尧艺术和人文等其他系统化的知识在实践过

程中应用袁有助于提高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遥

2. 设计的思维发散聚敛与创新思维训练

创新思维是指能形成有创新性和价值性的思想

观念与理论方法的一种高级的尧复杂的认知能力遥 创

新思维的本质是大脑产生灵感或顿悟的心理加工过

程袁由发散思维尧逻辑思维尧形象思维尧直觉思维尧辩证

思维尧横纵思维组成[9]袁具有新颖尧独特且有意义的活

动基础袁思维加想象袁灵感表现袁分析思维与直觉思维

相统一袁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相结合的特点[14]遥

设计是发散思维与聚敛思维的有效结合袁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袁Lawson就提出发散思维促使人们在

设计中探寻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袁聚敛思维是帮助人

们从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19-20]遥 在定义问题和确

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两个设计的关键环节中均会发

生思维的发散与聚敛的过程[21]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设计过程的思维发散与聚敛

与此同时袁设计活动还需运用分析思维和综合思

维袁它们互相补充袁每一个综合得到的结论都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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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分析的结果基础上袁而每一个分析也都需要一

个后续的综合来验证和纠正其结果[22]遥 此外袁在设计

过程中直觉尧想象和灵感也很重要袁学习者依靠直觉

思维袁运用突发性顿悟进行设计遥因此袁通过设计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能训练学习者发散思维尧 聚敛思维尧形

象思维尧直觉思维等袁进而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遥

3. 设计的迭代尧试错与创造型人格养成

研究者提出创新需要坚强的意志尧 健康的情感尧

积极的意识尧坚毅的性格以及良好的习惯等袁此为创

造型人格袁也即创新能力的非智力因素遥其中袁坚强的

意志是指创造过程中的坚持尧果断及自制力袁坚毅的

性格强调勤奋尧合作尧自信以及动力等态度特征[14]遥 同

样的袁设计过程需要人们面对劣构问题的不断试错的

坚强意志力尧乐观积极的心态等[23]遥 迭代是设计活动

的关键特征之一袁也是设计思维的核心要素遥 斯坦福

大学 d.school的设计思维 EDIPT模型就是围绕 野共

情尧定义尧构思尧原型和测试冶五个环节的迭代反复的

过程[24]遥 在现实实践中袁人们面对真实世界中的结构

不完整尧不确定的劣构问题袁往往需要无数尧复杂的反

复与迭代 [25]袁不断反复地创建尧测试尧修改方案与模

型遥 因此袁历经设计实践中不断的迭代尧试错过程袁能

够磨炼并养成学习者坚强的意志尧刚毅的性格袁以及

乐观积极地面对问题的心态遥

三尧什么是设计教育

渊一冤设计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设计教育历经多年探索袁 从早期的工艺传承开

始袁到 20世纪末设计教育正式确立袁先后出现了野工

艺传承教育冶野手工艺教育冶野工艺美术教育冶野艺术设

计教育冶等性质相近的教育类型遥 虽然在教育形式上

存在着差别袁但从其学科本质和教育目标来看袁它们

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遥 它们有些是设计教育的前身袁

有些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设计教育孕育的表征[26]遥

当前伴随着全球科技与信息的迅速发展袁设计主

体在不断发展变化袁相应的设计教育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渊如图 2所示冤[27]遥 农耕时代袁人们主要凭借个人天

赋尧爱好尧训练和经验来进行设计袁所接受的设计教育

主要来源于师徒传承袁此时的工匠即是后期所谓的设

计师遥工业时代袁人们通过专业学校的培养及训练袁掌

握设计基础知识与方法袁 在接受学校专业教育之后袁

在不断的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成为设计师遥知识网络

时代袁设计以创新设计为主体袁需要科学尧技术尧艺术尧

人文等多学科交叉与融合袁需要多样化人才团队的协

同与合作[28]遥 此阶段设计教育的形态也发展为素养教

育袁即让更多的人了解设计的知识尧方法及思维过程袁

强化设计的审美体验袁提升全民的创新意识和能力遥

图 2 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

渊二冤设计教育的类别与定位

设计教育袁 狭义上理解主要是针对专业性教育袁

其可以定义为通过系统的尧较深入的尧全面的有关设

计理论尧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及实践袁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尧专业设计素养袁并且能够适应设计领域相关

专业需求的人才的教育体系遥 广义上理解袁设计教育

超越了专业领域的局限袁其是指通过设计文化尧设计

理念尧设计实践等的学习促使人类素养发展的教育遥

我国传统教育中根据职业能力的要求袁专业之间

划分得非常明确与清楚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现代教育

以人为本的理念袁强调各层次以促成人的完善为人才

培养目标袁关注学生核心素养与 21世纪技能的提升遥

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袁越来越多的不同层次尧不同学

科之间呈现丰富的网状联系袁学科之间的跨领域融合

越来越多袁因此要求一些专业基础课更具有普适性和

全面性的特性遥 从学科视角来看袁可将设计教育划分

为专业教育和非专业教育遥专业教育侧重对学生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袁非专业教育与社会和生

活相关联袁关注学生设计素养的形成遥 专业教育突出

设计学科的严谨性和学术性袁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的设计专业中开展曰非专业的设计教育关注的是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以素养育人为主线袁 包括基础教育阶

段尧 高等教育阶段围绕设计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袁以

及职业领域的设计培训遥 将设计纳入教育的通识内

容袁将设计素养视为创新时代人们必备素养袁正逐渐

成为面向创新的教育改革的趋势遥

渊三冤不同阶段设计教育的目标及形态

对于以素养为核心的设计教育袁由于不同年龄阶

段人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及社会要求存在差别袁因此其

要求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目标及教育内容遥学前阶

段的设计教育关注对于事物识别与发现习惯的养成曰

小学阶段关注设计的基础知识的掌握袁初步的设计审

美能力和意识的形成曰中学阶段关注学生理解设计文

化袁提升其设计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袁以及形成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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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意识曰职业教育中关于设计实践及设计文化常

识的教育曰高等教育开设设计通识选修课程袁以及将设

计融入专业课程袁培养学生设计意识与能力的教育遥

根据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袁高等学校尧基础教育学

校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袁 可以是专门的设计知识与实

践课程袁也可以是与其他课程融合的方式袁将设计内

容尧过程与方法融入其他学科课程中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不同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

1. 高等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形态

高等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逐步由单一的专业学

科教育袁逐步扩散到其他专业学科中袁开展设计方法

引领的教育实践遥 其主要有两种形态袁一种是在非设

计专业学科开设专门的设计课程袁另一种是设计与其

他学科课程的融合遥前者全球最著名且经典的案例为

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渊d.school冤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

设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尧各种类型的普及性课程和技

能提高性课程[30]遥 该学院的设计课程是全球创新设计

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袁课程内容覆盖了创新

设计的全流程袁囊括了从设计研究尧设计实践尧工程设

计和制造各个环节袁学生基于真实问题或主题展开小

组协作学习袁掌握设计的知识和方法遥 法国巴黎高科

大学尧悉尼科技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都相继成立创新

设计学院袁在大学内部成立设计实验室袁开设与设计

相关的课程以及学习项目等遥

另一种教育形态为在工科类学科课程尧 商业管理

类课程中融入设计内容袁并逐渐扩散到其他自然学科尧

教育学尧语言与艺术类等学科教学实践中遥 在教学过

程中袁教师通常采用工程设计尧设计思维等方法来组

织和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遥例如袁哈佛大学尧麻省理工

学院在 MBA和工程专业课程中融入了设计内容袁以

设计思维方法开展教学实践活动[30]曰国内也有高校教

师尝试将设计思维方法引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31]尧

三维造型课程[32]等课堂教学中遥

2. 基础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形态

基础教育阶段的设计教育形态袁主要包括以设计

为学科主体内容的设计教育袁与学科课程融合的设计

教育袁以及基于创客与综合实践的设计教育遥

渊1冤以设计为学科主体内容的设计教育课程

基础教育阶段设计教育首先是以专门的课程展

开袁主要是以美术为主的强调培养学生审美尧艺术设

计能力的野艺术与设计冶课程袁以及通用技术关注学生

运用技术开展设计的野设计与技术冶课程遥 野设计与技

术冶课程起源于野手工教育冶野工艺教育冶袁经历了野工业

技术教育冶野劳动教育冶野设计与技术冶等阶段遥 自 2000

年英国政府正式在全国推行新课程标准 叶课程

2000曳袁野设计与技术冶成为英国 5~16岁年龄段学生的

必修课[33-34]遥 美国经过野2061计划冶[35]尧野面向所有美国

人的技术项目 渊TfAAP-technology for All Americans

Project冤冶等项目袁到 2000 年出版叶技术素养标准院技

术学习的内容曳渊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院

Content for the Study of Technology冤[36]袁 其规定 K-12

阶段围绕野设计冶野技术与社会冶野技术的本质冶野应付技

术世界所需的能力冶和野设计世界冶5大类共 20 个标

准开展教学袁要求学生理解设计尧工程设计并通过故

障诊断尧研究与开发尧发明创造等解决工程问题曰学习

设计方法袁具备通过设计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当前虽然各国技术教育的课程内容及实施方式

不同袁但其核心都以培养学生理解技术与生活之间的

关系袁动手操作解决问题尧设计的能力为主遥 我国于

2005年开始在高中阶段开设野技术与设计冶课程袁明

确提出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袁正式在高中的课程中关

注学生设计能力的培养遥2017年 9月袁教育部印发叶中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曳袁提出在基础教育阶

段培养学生的创意物化能力袁通过设计尧制作等袁发展

实践创新意识和审美意识袁提高创意实现尧综合解决

问题的能力[37]遥 叶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渊2017冤曳

明确提出技术意识尧工程思维尧创新设计尧图样表达与

物化能力为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袁其目标为培养学

生工匠精神和设计能力遥

可见袁基础教育阶段将设计作为主体学科内容的

课程袁目前以野艺术与设计冶课程尧通用技术中的野技术

与设计冶为主遥 同时在野劳动技术冶和野综合实践冶课程

中也会要求学生动手设计和制作遥此类课程是基础教

育阶段开展设计教育的主要课程载体和途径袁它们通

过创意设计尧动手制作尧交流与分享等环节袁提高学生

的技术意识尧工程思维尧动手操作能力等袁培养学生的

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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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与学科课程融合的设计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设计教育的第二种形态为与学科

课程融合的设计教育袁 其主要体现为在信息技术尧

STEM等课程中开展的基于设计的学习袁设计思维与

学科融合是基础教育中核心素养培养的新路向[38]遥 信

息技术课程关注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袁并

最终以问题解决方案或作品来呈现学习成果遥设计方

法能够帮助学生强化创意过程从而促进作品的创作袁

进而以高质量的设计制品来实现信息技术的课程目

标[39]遥 研究者们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袁采用基于设计的

学习尧设计思维等开展教学实践袁学生按照一定的设

计流程完成作品创作袁 促进了其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尧

动手及创新能力的提升[40-41]遥

STEM教育通过科学尧技术尧工程和数学学科的

内容融合袁以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 [42]袁培养学习者

的 STEM素养尧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遥 当前 STEM教

育教学方式中袁技术教育尧工程教育通常被研究者作

为整合课程的关键点袁设计被认为是促进 STEM教育

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遥 Honey等人强调设计对于

STEM学习具有重要价值袁通过设计学习袁学习者可

以学会如何定义问题或需求袁 如何来考虑选择和约

束袁如何计划尧建模尧测试尧迭代解决方案袁如何可视化

呈现高阶思维技能 [43]遥 美国的 野南极洲项目冶渊The

Antarctica Project冤 是 MMAP设计的一个涉及多学科

的数学单元袁 学生以建筑师的角色参与到项目中袁其

任务是为满足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设计一

个新的南极研究工作站[44]遥 斯坦福大学 REDlab基于

设计思维开发的 d.loft STEM Learning系列课程袁通过

设计思维实践袁 培养学生掌握 STEM领域的深层知

识尧提高 STEM职业的兴趣和动手实践能力[45]遥

可见袁 设计与信息技术学科尧STEM教育之间有

着紧密的联系袁它是基于项目的学科课程教学的关键

要素遥 与学科课程融合的设计教育袁是设计教育融入

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中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遥

渊3冤基于创客实践的设计教育

创客运动的核心理念包括两部分袁一是野创意尧设

计尧实现渊或制造冤冶袁进行设计尧制造袁将创意实现袁由理

念创新到现实创造曰二是野开放尧兴趣尧协作冶袁提倡在

野玩冶中激发创意袁通过团队协作制作与分享[46]遥 创意

设计尧用心实践和快乐分享是创客文化的核心[47]袁创

客教育本质是为了培养动手能力尧 创造力与创新精

神袁将创客运动中的野创新尧实践尧合作尧共享冶等理念

融入教育之中遥 野设计与制作冶是创客教育中的核心要

素袁运用技术工具与资源袁将学习融于创造过程袁将创

意实现袁设计往往决定着创客教育的过程和结果遥 闫

寒冰等认为设计与创客教育所倡导的核心精神高度一

致袁它们拥有共通的教育理念[48]遥黄利华等认为通过设

计方法来创造学习制品袁对于创客教育具有适切性和

创新性袁通过创客项目的创意尧设计和实施的过程袁培

养学生想象力尧创造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49]遥 虽

然目前在创客教育中关于设计能力培养尧设计方法应

用的实践研究才刚刚开始袁但并不能否认设计对于创

客教育的重要性袁创客实践活动也是基础教育阶段开

展设计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四尧如何开展设计教育

渊一冤综合设计素养与学科素养为培养目标

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阶段袁在现有的课

程体系中融入设计教育袁 首先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

按照布鲁明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可以分为两大层面三

个维度渊如图 4 所示冤袁两大层面是指综合考虑设计

素养与学科素养袁理解设计与科学尧社会尧技术尧艺术

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袁三个维度袁一是相关设计知

识尧技能尧方法层面的引导袁二是运用学科知识解决问

题的设计实践能力的培养袁三是兴趣尧意识与态度的

养成遥

图 4 综合化的设计教育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制定时袁教师需结合学科的课程标准和

内容袁 将设计教育目标融入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中袁个

性化制定目标袁 通过设计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遥

将知识尧技能尧态度尧价值观的教育与课程知识点相对

应袁根据具体课程划分课程单元袁组织学习活动遥

渊二冤由简单到复杂的设计教学内容

开展设计教育袁 教学内容不仅需要有设计知识与

方法袁还需要有相关的设计实践袁同时也需关注设计本

质与特征尧设计历史与文化遥 在课程设计时袁将设计内

容融入教学内容中袁根据 Carrol的设计实践经验[50]袁按

野设计探索尧设计连接尧交叉设计冶三阶段由简单到复

杂设计教学活动渊如图 5所示冤遥第一阶段袁设计探索袁

关注学生理解设计的本质与特征袁 掌握设计知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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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袁参与课堂中的设计活动遥在这个阶段袁学生了解设

计知识方法袁理解设计的过程步骤袁实践过程中可能

使用的设计语言袁并通过创建一系列原型驱动的项目

理解设计过程的本质遥第二阶段袁设计连接袁关注情感

元素在课堂设计活动中的作用遥在设计挑战中培养学

生具有同理心和自信心袁学会团队协作袁能够在团队

中头脑风暴袁提出想法并倾听曰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责

任心和坚毅的品格遥第三阶段袁交叉设计袁关注设计知

识方法与学科内容的关系遥学生在前面两个阶段学习

的基础上袁 将所学的学科知识与设计方法联系起来袁

通过知识整合尧设计实践袁实现问题解决遥

图 5 由简单到复杂的设计活动

渊三冤以多元泛在化的课程为培养途径

设计教育课程不是独立的学科课程袁而是与艺术尧

自然尧社会尧技术等多学科的双向融合袁具有多元化尧泛

在化的特征遥 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融入设计教育袁由

传统单一的艺术设计尧技术设计的课程袁转变成由简

单到复杂的野设计探索要设计连接要交叉设计冶层层

递进的三阶段为主线袁以设计专业课程尧野学科+设计冶

课程尧综合性课程三大模块袁以及工作坊尧社团活动尧

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多元泛在化的课程模式遥

在课程模块袁以三阶段设计活动为线索袁按照课程

主线袁不同年级设计相应的主题及项目袁任务层层递

进尧环环相扣呈螺旋式上升遥构建设计教育课程体系袁

体现设计教育横纵贯通尧与多个学科互动与融合的特

点遥 设计主体课程为其他学科课程尧综合性课程中融

入设计而服务袁 其他学科课程亦注重与设计的连结袁

向跨学科转化遥 同时袁设计贯通科学尧技术尧人文等各

类别的课程遥

渊四冤以设计思维方法为学习活动指导策略

区别于传统野教师讲授冶的教学方式袁基于问题的

学习尧基于项目的学习尧基于设计的学习是设计教育

课程中当前常用的课堂教学方式遥基于问题的学习和

基于项目的学习为学生提供了面向问题开展行动的

机会袁但是如何行动尧如何创新是当前面临的挑战遥基

于设计的学习强调学生在具体的任务情境中主动探

究袁在实践活动中动手设计和创造遥它与基于项目尧问

题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袁如强调小组合作尧做中

学尧问题解决等袁但同时又对学习提出新的要求袁例如袁

它关注设计尧强调整合尧注重迭代反思尧指向创新等遥

设计教育关注学生通过设计袁整合多学科知识袁实现

真实情境问题的解决袁 生成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方案尧

作品尧产品等遥在实际的课程学习过程中袁学生常常会

面临结构不良的问题袁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尧生成原

型等袁这些对于缺乏经验的学生来说存在一定的难度

和挑战遥 作为以人为本的创新方法论袁设计思维从理

解人的需求出发袁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袁形成创新解

决方案[41]遥 研究者们已陆续在信息技术尧STEM课程尧

创客实践中以设计思维作为学习活动的指导策略袁其

能为设计活动的实践过程提供方法尧 策略及工具袁促

进创意生成及创新能力的培养遥 例如袁祝智庭教授认

为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引入设计思维方法能够帮助学

习者将知识与技能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51]遥 澳大

利亚的卡尔罗西将设计思维方法融入 STEM课程中袁

其借鉴设计思维方法提出一种基于 野解法流畅性冶的

6D-STEM探究模式袁并基于该模型袁设计有趣的项目

日志工具袁使得 STEM设计过程有趣简单[52]遥 闫寒冰

等以设计思维方法作为创客课程主线贯穿整个课程

的始终袁学生通过按照模型中既定的步骤逐步完成阶

段性的小任务袁最终实现创客作品的设计创新[48]遥 在

设计思维的支持下袁创客教育的实施过程袁得到了全

方位的提升袁即从关注技术产品的制作转变为利用技

术产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袁设计思维方法对

于指导创客教育活动开展袁使其回归自然本源具有重

要意义[53]遥

渊五冤以设计思维方法为教师创新与变革的指导

策略

数字时代袁教学是面向越来越复杂的学习环境的

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式创新[54]遥 面对未来技术驱动的尧

真实的互联世界袁教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课程与教学

设计的新压力遥 未来教师的重要角色是野设计者冶[55]袁

为教学改革而设计渊Designing for Pedagogical Change冤

是未来教师必备的一项重要能力[56]遥 开展设计教育袁

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袁他们需要思考如何为学习者

设计多样化且个性化的尧创造性的设计学习环境与学

习活动袁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与投入遥

设计思维作为问题解决的创新性方法袁能够在设

计创造性教学和持续改进教学方面为教师提供策略

及方法指导袁以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袁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遥设计思维是数字时代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新

生长点[57]袁它不仅能够指导教师关注需求袁为设计教学

过程提供参考曰同时还提供一系列完整的方法及工具袁

如 IDEO公司专门为教育者们开发了一套工具包[58]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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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组织学生的设计实践提供指导袁帮助教师根据

教学目标和内容袁选用适当的方法工具袁更好地开展

创新教学实践遥

五尧结 语

设计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袁其无论

是面对创新型国家与社会尧 教育的外在驱动需求袁还

是个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袁都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遥 设计教育对于创新人才的知识尧思维与

人格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其为有效解决

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

径遥 在新时代倡导提升核心素养的背景下袁在发展学

习者创新能力的需求下袁设计教育将是未来创新教育

发展的新趋势遥 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袁仍

需继续探讨其具体的教学内容尧实践流程尧操作方法尧

评价方式等袁才能发挥其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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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duca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re are two extreme attitudes of blindly worshipping AI technology or completely rejecting its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value. Only by proper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of lif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can we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rought changes in education in terms of artefacts, institutions and ideas in terms of "use",

"body" and "tao"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has the risk of covering life

consciousness and alienating val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I education, the manifestation of life is an

important focus,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life calls for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y.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of AI education is to find the right fit between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and the logic of theory.

In order to achieve a two-way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and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life based on the concern for the essence of life, so as to realize the

realistic "marriage" between lif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Life Value; Technological Chan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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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key force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

organization and an individual. How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 a creative activity, design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educa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form inherited by family teachers and apprentices to the educational form of design literacy with innovation

as the goal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net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way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In the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special design-related courses can be set up,

while design can be integrated with other courses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teaching practice with design

thinking. In the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design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design courses

focusing on art and design, design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tegrated with discipline courses, and

maker education. In the design education, teachers change the teaching method to promote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at taking design thinking a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y should integrate design

literacy and discipline literacy as learning objectives, design learning content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guide students using design thinking method to complete the practice in multiple and ubiquitou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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