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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TEAM教育的本体论承诺袁即其寄托在学习者身上的全部追求袁是像艺术家一样去想象以展现自我的真

实袁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以彰显理性的权威袁像工程师一样去行动以释放知识的力量袁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以汲取生活

的滋养袁从而真正实现教育过程中真尧善尧美的统一袁破解工业时代异化的教育造就异化的人这一历史难题袁让教育在 21

世纪人类文明创新发展的新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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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分科教学是近代以来教育体系最基本的制度安

排遥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驱动的新一轮教

育改革中袁STEAM教育被寄予了打破传统制度框架尧

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厚望遥 但学界对 STEAM教育

的理解多元纷呈且模糊不清[1]袁不免使人产生乱花渐

欲迷人眼之惑遥 站在本体论高度阐释 STEAM的教育

承诺袁 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 STEAM教育的精神

实质袁 更有利于公众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对其的理解尧

接受和践行袁 并可以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彰显

STEAM教育在教育变革与创新发展中的价值遥

二尧本体论承诺院STEAM教育究竟是什么

一门成熟的科学包含三个基本要件院 本体论承

诺尧数学化表征尧发现型实验[2]遥其中袁关于何物存在的

本体论承诺既具有先导性作用袁 还具有基础性价值遥

因为不仅以数学化表征为主要形式的理论建构要依

赖本体论承诺袁而且发现型实验中的观察也是理论负

载的遥 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袁还是数学家袁抑或哲学家袁

他们的各种理论陈述都不可避免地是从某种本体论

上的断言开始的遥 本体论承诺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袁

源于分析哲学家奎因渊Willard Van Orman Quine冤遥 他

认为袁本体论承诺决定了我们在一个理论中到底约定

了或承诺了什么东西存在袁 至于该事物是否真的存

在袁我们的存在断言是否与事实相符袁实际上是不可

能回答的袁也是不重要的[3]遥 由此可见袁所谓的本体论

承诺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和理性探索的理想与追

求遥 它面向的不是对象的实然状态而是应然状态曰它

关注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袁不是现实而是理想遥 作为

一种信念或假设袁本体论承诺的必要性在于院第一袁它

是保证我们正常作出其他一切理论陈述的出发点曰第

二袁它是保证我们的基本概念得以正常使用的前提[4]遥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袁本体论承诺的不同导致

了理论建构的差异[5]袁进而决定了理论在走向实践时

展现出不同的轨迹遥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

理论家来说袁 本体论承诺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袁它

可以为我们对一个给定学科领域内的现象进行解释

和描述提供关键性的洞见遥

任何针对 STEAM教育展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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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袁 自然也都首先需要阐明或澄清自己的本体论立

场遥而本体论承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概念框架

与工具遥 STEAM教育的理论建构面临着一个基本任

务袁 即回答真正意义上的 STEAM教育应该是什么样

子遥 切斯基渊Nataly Chesky冤等人认为袁对 STEAM教育

的本体论承诺进行追问和澄清袁提出一些更加具有深

刻性尧 重要性尧 复杂性和挑战性的问题袁 有助于

STEAM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及作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

科目实现可持续发展袁有助于实现教育改革的政治和

社会目标袁有助于彰显自身价值[6]遥 当前对 STEAM教

育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袁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于论

者在本体论承诺上的不同导致的袁 并进而塑造了

STEAM教育理论建构及实践发展的多样性遥 沃夫梅

尔渊Mark Wolfmeyer冤等人讨论了 STEM教育领域内三

种不同的本体论立场院 作为去政治化课程的 STEM尧

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经济政策的 STEM袁以及作为话语

认知的 STEM[7]遥 不同的本体论立场袁从根本上决定了

STEM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遥 在跨学科教学这

一显著特征之外袁如果进一步追问野STEAM教育究竟

是什么冶袁 可以借用本体论承诺这一概念工具袁把

STEAM教育坚持的本体论立场概括为四句话院 像艺

术家一样想象袁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袁像工程师一样行

动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袁以此来回答野STEAM究竟是

什么冶这一本体论问题遥

三尧展现自我的真实院像艺术家一样想象

发展与创造的条件脱胎于真实的自我要要要蕴含

众多可能性的自由意志遥自我是指一个人可以自行发

起及执行自身活动的感觉体验袁其独特之处在于主体

可按能动尧独立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一套生活法

则的概念体系[8]遥 这套体系既能以组织记忆的方式关

联过去袁也能按实践体验的形式参与现实袁还能通过

主动建构去展望未来袁形成各种可能的抱负尧信心与

期望遥真实的自我具有前摄性袁它有问题意识袁能集中

注意袁会作正确选择袁有建构能力袁可向目的而努力遥

布鲁纳指出院野在实际的创作活动中袁凡是能进入到主

体心里来的东西袁 都是和运作中的假设有关之事物袁

而非向感官中枢冲击过来的一切事物曰决心尧策略尧启

发法都是能动论观点下的真实自我的表达袁构成了主

体创造的先决条件遥 冶 [9]

创造性源于自我的真实袁展现真实自我的核心成

分是想象袁在实践中发展想象力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

艺术教育遥 野艺术主要是将看似虚构的但具有超自然

的力量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进行一种可以控制的结

合袁从而使其既经得起无意识的激情冲动袁又经得起

有意识的头脑考验袁它致力于通过想象的故事化情节

与人物形象在人类所处的外在现实与内在困境之间

达到某种和谐遥 冶[10]艺术教育可以让个体在想象尧创作

中发现真实的自我袁获得各种使自身完美的工具和机

会袁以此充分展现自身的聪明尧技巧和热忱遥在现实生

活中袁个人经由艺术教育能够逐渐升华世俗意义上的

自我袁并结合各式各样的创意与想象来突破现实中的

困境与约束袁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尧激发自身

的潜能与创造力遥

STEAM由 STEM发展而来袁 在 STEM中加一个

野A冶渊Arts冤袁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教育意涵袁即不再只是

单纯科技理工方面的交叉整合袁它同时具有了人文关

怀袁在实践中既从技法层面上训练判断尧鉴别尧欣赏美

的知识袁也从艺术层面上培养想象力与创造力袁还从

文化精神层面上培育审美的情操袁从而使跨学科融合

变得更加立体尧丰满袁进而让 STEAM在野教冶之外还有

了野育冶的新使命遥 皮罗渊Joseph Piro冤指出院野在 STEM

向 STEAM的转变中袁艺术教育渊Arts冤的加入让 STEM

改变了机械论的教育观袁 建立了有机论的教育观袁从

而使 STEAM 的教育理念从 耶识知爷 上升到了 耶育

人爷遥 冶 [11]

艺术与科学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袁二者内在地具

有一致性遥 STEAM教育致力于让学习者像艺术家一

样想象袁其中还包含着寻求各种解决方案的科学投入

精神遥 创造力最核心的成分是想象力袁它在形式上与

审美的艺术息息相关袁 但要在实践中转化为现实袁则

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加持遥 一方面袁只有科学技术的实

践才能够让创意想象的成果从存在于头脑中的 野思

想冶走向挺立于现实生活之经验世界中的野实在冶袁从

潜在的可能性走向具体的现实性遥 另一方面袁科学和

技术实践本身尽管不能造就想象力袁但科学创造与技

术创新却显然需要想象力袁且富含想象力的科学创造

与技术创新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实践遥侯

世达渊Douglas Hofstadter冤曾在叶哥德尔尧艾舍尔尧巴赫院

集异璧之大成曳一书中详细揭示了数理逻辑尧绘画与

音乐等领域之间深刻的共通性袁在各个看似遥远相隔

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发现了彼此的同源性[12]袁并在教育

的意义上告诉我们院不想当画家的音乐家不是好的数

理逻辑学家遥

四尧彰显理性的权威院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艺术教育培养的是创造力与想象力袁但这种创意

想象在形式上往往是瞬时尧混乱尧模糊的遥要把类似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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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思想用规范的形式来表达袁离不开以定理尧等式

与方程等为载体的理性参与遥以理性思维对涌现的创

意尧想象进行检验袁大致包含两个阶段院首先袁用理性

的野奥卡姆剃刀冶对其中那些违背科学原理的部分进

行剪裁袁剃掉不合理的空想与幻想袁保留合乎逻辑的

猜想与隐喻曰其次袁以严谨的逻辑思维将生发于直觉

的隐喻与猜想转化为可检验的概念与假设袁并通过演

绎推理尧数学运算对其进行条理化袁找出先前那些不

明显的联系和不曾有的组合袁从而在看似杂乱无章的

经验感官材料之间建立起一种一致尧协调或有深度的

联结袁最终形成简约化的知识与结构化的认识遥

以理性思维对创意想象进行筛查尧检验袁彰显的

正是理性的权威袁反映的是真理的有效性不依赖个人

观点这一人类认识的普遍性准则[13]遥 在寻求确定性的

过程中袁人类借助自身理性的力量超越现实生活的经

验世界袁从而进入一个超自然的境地遥 他们在那里通

过与科学打交道获得力量袁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帮助人

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袁摆脱日常经验中随机性带

来的困扰与危险袁同时还能协助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

基本面貌与发展规律袁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达成具有

确定性与一致性的秩序袁从而实现野人为自然立法冶的

历史宏愿袁 真正彰显人的主体地位与尊严遥 例如院以

野日心说冶为代表的野哥白尼革命冶帮助人类摆脱了神

学的统治袁而牛顿力学则更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尧解释

世界袁从而彰显自身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作为一项发展人类理智威信的教育方式袁科学教

育的逐步发展所展现的正是理性在教育世界中的权

威遥以往抽象性与高难度的数学与科学对学习者来说

往往是噩梦般的存在袁 带给他们的大多是教育的阴

影遥在 STEAM教育中袁作为彰显理性权威的数学与科

学被转化为协助学习者认识世界尧解释世界乃至增强

自身主体性的有力工具遥 亚克曼渊Georgette Yakman冤

认为院野STEAM教育是通过工程和艺术来诠释科学与

技术袁而不管是工程技术还是人文艺术袁都需要建立

在数理科学的基础之上遥 冶[14]以理性思维对涌现的创

意想象进行检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袁学生的学习活动就

像是科学家进行的理智思考一样遥面对复杂尧抽象尧变

动的思想洪流袁 他们能够主动借由数学与科学工具袁

不断开启新的探索之旅遥 阿斯加尔渊Anila Asghar冤认

为院野在 STEAM教育中袁 学习者经由科学教育掌握所

学的基本知识与科学原理后袁能够运用所学继续探索

自然的奥秘袁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感受科学的力量袁在

理性的加持下从耶必然王国爷走向耶自由王国爷袁并始终

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敬畏遥 冶 [15]

五尧释放知识的力量院像工程师一样行动

科学教育培养的理性思维袁一般以解释性的抽象

样式存在遥要把思想层面的科学创意转化为现实意义

上的创造行动袁 则主要靠借助于技术装备的工程实

践遥 科学活动以探索发现为核心袁技术活动以发明革

新为核心袁工程活动以集成建构为核心遥 科学与技术

要走向现实世界袁必然要通过工程来加以实现遥 与作

为解释性的科学研究及方法性的技术手段不同袁工程

实践本身是一项有目的尧有组织的改造世界的人工过

程遥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曾指出院野蜜蜂建筑蜂房的本

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遥 但是袁最蹩脚的建

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袁是他在

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袁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

了遥 冶[16]不同于蜜蜂本能性的筑巢行为袁人类的工程活

动是有意识的遥正是通过以设计为先导的有意识的工

程实践袁我们才能够把自身潜在的主观能动性转化为

现实的主体创造性袁并把科学理性改造自然的潜在力

量转化为具体现实的物质力量遥

以工程实践实现理性思考成果向现实成果的转

化袁展现的正是野知识的力量冶遥 工程有一个最基本的

特征袁 那就是基于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进行造物袁以

物质对象化的知识作品来代替思维的抽象表达[17]遥 工

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尧 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袁体

现的主要是实践理性遥 在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层面

上袁工程造物就是以适当的工具装备把主体的创意思

维从单纯的冥想中释放出来袁将思想世界中的理性思

考持续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袁把在理性思维的过

程中提炼出来的数学尧物理尧化学等解释性的科学知

识转换成作为实践性的技术干预袁帮助主体在不断实

现自我的基础上持续改变和创造世界遥以使用工具装

备为主要特征的工程实践袁 不仅建构着主体本身袁使

主体能够在造物过程中充分展现自我尧 创造自我袁而

且还建构着自然界袁 真正让知识具有了实践价值袁并

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理性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物质

力量遥

以工程实践的方式开展学习袁还意味着科学与艺

术在现实世界中的野联姻冶[18]遥 以造物为特色的工程实

践是对主体理性思维的检验与校正袁使其合理的部分

更为自觉袁以便更好地理解背后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原

理遥 同时袁工程实践还具有想象性袁也追求美和弘扬

美袁而且这种美是通过工程活动变成现实后可以实实

在在感受到的美遥经过物质对象化了的知识能使主体

领略到知识之美与造物之妙袁推动其审美认识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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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状态与价值袁进而可反向激发创意想象袁为后续

学习注入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遥 这样一来袁便形成了

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学习进程院 创意从理性中找力量袁

理性从创意里找方向袁二者最后在工程造物的实践中

走向统一遥

STEAM教育以野整合性冶和野跨学科冶为主要特征[19]遥

它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对技术工具和装备的学习与使

用袁把科学尧技术尧艺术和数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内的知

识尧技能融于一体 [20]袁使其能像工程师一样进行创造

行动袁即以工程造物的方式把跨学科领域的分科知识

整合应用于学习与生活实践遥对 STEAM教育来说袁工

程实践是实现知识整合的不二法门袁知识整合则是工

程实践的教育目的遥 康纳渊Andy Connor冤指出院野要真

正实现从 STEM到 STEAM的跃迁袁 最终还是要借助

工程技术教育遥 冶[21]STEAM教育以工程实践推动跨学

科教学融合袁深刻影响了新一代科学教育实践遥 以美

国颁布的野下一代科学标准冶渊

袁简称 NGSS冤为代表袁K-12领域内的科学教

育日益重视在真实情境和跨学科视域下以工程实践

的方式驱动自身发展[22]遥

六尧汲取生活的滋养院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只有当个体有了丰富的心灵世界尧饱满的个性人

格之后袁审美的艺术想象尧理性的科学思考尧有力的工

程行动才有可能遥 拥有健全的心智与个性人格袁凸显

的是教育的伦理关怀袁展现的是教育的道德追求遥 一

个人道德法则的建立既有认知的成分袁也有实践的成

分袁其中袁认知的成分是必要条件袁但不是充分条件遥

道德信念最终要基于现实生活的经验世界袁通过道德

实践来建立遥 杜威渊John Dewey冤曾指出院野青少年在连

续的和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倾向

的发展袁不能通过信念尧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袁

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遥环境由一个生物实行其特

殊活动时有关的全部条件所组成遥社会环境由社会任

何一个成员在活动过程中和他结合在一起的所有伙

伴的全部活动所组成遥个人参与某种共同活动达到什

么程度袁社会环境就有多少真正的教育效果遥 个人因

为参与联合的活动袁就把激励活动的目的作为自己的

目的曰熟悉进行这种活动的方法和材料袁获得必需的

技能袁并且渗透着活动的情感精神遥 冶[23]就道德伦理的

生成而言袁学习者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与工程的实践

共同构成的道德场域袁才能不断超越世俗的自我与主

观的世界袁进而达到一个真实意义上的自我遥 一旦既

能在学习过程中彰显自我的真实袁又能展现理性的权

威袁还能释放知识的力量袁那么学习者在现实生活的

经验世界中所展开的道德实践就能够达到真尧 善尧美

统一的新境界遥

一如工业革命在塑造了现代文明的同时造成了

劳动的异化一样袁按照机器大生产的方式构建起来的

学校体系袁在塑造了现代教育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教

育和学习的异化遥 野科学管理原则及官僚体制的广泛

采用影响了全世界的工业机构和社会机构遥教育工作

者逐渐采纳了许多同样的科学实践噎噎教育系统因

此变得流水线化尧高效率和标准化袁但社会也为采纳

这些机械原则来管理学校中实实在在存在的自然系

统付出了沉重代价遥 冶[24]野教育的基本作用袁在于保证

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

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尧判断尧感情和想象方

面的自由遥 冶[25]但从人类教育实践的历史进程看袁随着

以班级授课和分科教学为核心的近现代学校的兴起袁

教育却陷入了目的与手段相背离的窘境遥它不再追求

培养富于人性尧自由完整尧全面发展的人袁而是沉迷于

塑造失去人性尧身不由己尧片面发展的人袁由此导致的

结果就是把人异化了[26]遥 从杜威开始的历次现代教育

改革袁都力图对其有所矫正袁但效果不彰遥

STEAM教育的终极目标袁就是以现实生活的经验

世界为学习者提供滋养袁 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生

活遥它一方面扎根于科学尧技术尧工程尧艺术和数学等专

业领域袁在信息技术与真实场景的支持下袁通过立足于

现实生活之经验世界的工程实践袁 整合性地发展学习

者的学科素养尧 信息素养及其他 21世纪核心素养曰另

一方面袁 它还在伦理关怀上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经验世

界袁以道德实践丰富学习者的心灵世界袁健全他们的精

神生活袁培育的是既能从理性层面上求真袁还能在工程

实践中行善袁 更能在艺术想象中审美的新一代创意创

新创业型人才[27]遥 STEAM教育最终旨在构造一个学习

者形成个性人格尧艺术审美尧知识习得尧能力培养尧素养

生成和创意发展的连续统袁 造就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野人冶要要要从野必然王国冶走向野自由王国冶的文化人袁从

而有望超越传统教育对人之主体性的僭越袁 真正破解

异化的教育造就异化的人这一历史难题遥

七尧结 语

乔治窑奈勒渊George F. Kneller冤曾说院野那些不应用

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遥一个肤

浅的教育工作者袁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袁也可能是

坏的教育工作者要要要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袁而坏则每况

愈下遥 冶[28]本文对 STEAM教育的本体论承诺进行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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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考袁正是为了在形而上的层面为这一新的教育改

革与实践探索之未来走向提供更多批判性意见袁以使

其能够在形而下的层面更好地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跨学科教学开辟一条新路袁造就一代新人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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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of STEAM Education: Ideal Inquiring and Reflections

ZHENG Xudong, RAO Jingyang, CHEN Rong

(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of STEAM education, namely the entire pursuits placed on

the learner, is to imagine like an artist to reveal the truth of oneself, to think like a scientist to demonstrate

the authority of reason, to act like an engineer to release the power of knowledge, and to live like a normal

person to absorb the nourishment of life. As a result, the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is truly realized, and the historical problem that alienated education produces alienated people

in the industrial era is solved. Therefore, the education shines brilliantl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STEAM Education; Truth of the Self; Authority of Reason; Power of Knowledge;

Nourishment of Life; Transcendence of Alienation

[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future education, bu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promoting smart educa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dilemma between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and decentralized

construction system,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lack of continuous maintenance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the difficulty of developing dynamic

and variable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campus network securit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ose dilemma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having servic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aving

technology, and that education services support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re the key to this, and that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focusing 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to focusing on service construction. The key to smart education service is to establish an open

service eco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a service architecture of cloud -network integration to build an

education service market that can combine services freely and exchange services equally. Education

services are jointly constructed by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 users and edu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such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education service ecology. Moreover, the service architecture of cloud -network integration includes a

capability service layer, a regional sharing layer and a service convergence layer. The capability service

layer builds services oriented to educational business based on the interoperation model of education

services. The regional sharing layer and the service convergence layer rely on the interoperation model to

connect various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s and education units, so a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circul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and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words] Smart Education; Education Service; Service Ecology; Cloud -network Integration;

Interoperation Model;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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