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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傲慢与偏见：信息技术时代的

课程慎思与技术自觉

张 铭 凯

渊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袁 重庆 400715冤

[摘 要] 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课程发展袁课程在信息技术时代野危冶与野机冶并存遥 检视技术与课程相遇的历程袁发现

技术在不断野受宠冶中被崇拜袁而课程在渐趋野失宠冶中式微遥 时至今日袁技术的傲慢之势显露无遗袁课程的偏见之为悄然

发力袁技术之傲慢与课程之偏见正在进行深层博弈遥 为此袁从技术本身的科学性尧作用的实效性和结果的可解释性研判

技术之野技冶的内在尺度袁从技术使用的内在一致性尧伦理规范性和价值发展性解析技术之野术冶的外在尺度袁厘清技术何

以影响课程的机理袁进而基于野技冶与野术冶的和谐共振使课程中的技术归位遥 同时袁着眼课程的事实尧价值和方法问题袁进

行课程之野课冶的本体追问袁聚焦课程运作全过程中技术的角色与功能袁求解课程之野程冶的发展诉求袁进而在课程育人旨

趣的重申中促成技术时代的课程自觉遥 如此袁在技术与课程的融合共生中袁促成技术时代技术的铅华洗净和课程的返璞

归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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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当今时代袁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

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袁而且正在对人们的思维惯

习进行近乎颠覆式改造袁以重构人们的认知世界遥 课

程作为刻写既往社会的载体和勾画未来社会的蓝本袁

在这个技术撬动发展的时代遭遇前所未有的野危机冶袁

如何转危为机袁 这是课程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时代命

题遥 概言之袁这个命题就是在信息技术狂飙突进的境

遇中袁课程如何既能保守初心野安分守己冶袁也能敞开

怀抱野悦纳技术冶袁从而使得技术真正成为这个时代课

程发展的重要动力而非魔力袁促成课程与技术在适宜

的坐标定位中携手开启深度融合尧有机共生尧相得益

彰的旅程遥 为此袁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技术与课程相

遇的历程袁 在技术尺度的研判和课程本质的追问中袁

促成课程与技术的野和解冶袁进而以课程与技术适切关

系的重构为契机袁不断推动技术时代课程的内在价值

充盈与彰显袁最终促成课程对学生野灵动的整全生命袁

丰盈的精神世界袁独立自由的人格境界冶[1]的培育遥

二尧技术与课程相遇院技术的

傲慢与课程的偏见

自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降袁如何让课

程有效或高效成为课程研究者孜孜不倦的追求遥在课

程专家泰勒的名著叶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曳一书中袁

提出的集目标尧内容尧实施和评价为一体的课程研究

的核心论域和经典议题袁 如果从技术的视角来看袁这

些核心问题的求索袁从来非技术无涉的袁只是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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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程中袁技术由一开始的默不作声到如今的强

力发声袁逐渐野觉醒冶和野上位冶遥当前袁课程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发展大有被技术裹挟之势袁但课程却又自发进

行野反抗冶袁这导致了课程与技术关系表面看似亲密无

间实则貌合神离遥 因此袁深入挖掘并反思技术与课程

相遇过程中技术野受宠冶的表征和课程野失宠冶的危机袁

是重建技术时代课程与技术关系的前提思考遥

渊一冤技术崇拜院技术的野受宠冶表征

以智能化尧大数据尧可视化等为特征的信息技术

集中反映了技术发展的当前样态袁这并不意味着过去

没有技术袁更不意味着技术在过去的漫长岁月没有影

响课程发展的进程遥 绝对一点地讲袁是技术刻写了课

程的历史袁 如若没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技术支持袁

课程的过去很难被存留袁 课程的发展也很难继往开

来遥因此袁技术与课程的相遇厚植了课程的历史袁也成

就了课程的未来遥 回眸技术在课程发展中的作用袁不

单是为了正视课程世界中技术的定位袁 更为重要的

是袁这促使我们思考究竟如何更好挖掘并尽可能助力

新技术在当今乃至未来课程发展中的价值实现遥

遗憾的是袁野过度的技术泛化尧技术感性理念已经

损伤了我们的教育生态冶[2]遥 在课程场域袁把技术当作

课程辅助尧工具尧手段等的观点似乎已经落后了遥 野技

术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袁人类被技术所开发袁沦为

技术的附庸袁变成达成技术目的的手段遥冶[3]于是袁技术

再也不需要野隐忍冶于课程背后袁而是要不断突显自

我袁大有主导课程发展的野心遥 加上一些技术崇拜者

的助推袁技术的野受宠冶程度前所未有遥 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院一是对技术作用的过分夸大遥 当前课

程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袁比如内容呈现尧实施改进和效

果评价等一些难点与热点问题袁似乎只要与信息技术

接轨就可迎刃而解袁这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取向遥 对技

术作用的过分夸大直接导致了技术的功高至伟袁而让

课程成了技术的附庸遥 二是对技术使用的无限扩张遥

诚然袁 技术的使用可以改变课程实施的方式方法袁让

课程实施更加灵活多样袁但因此认为没有技术的课程

实施就是不完整的甚至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袁这种观点

无疑助长了技术在课程实践领域的扩张袁也直接助推

了课程的唯技术取向盛行遥三是对技术结果的无比坚

信遥大数据等基于新技术的测评大大解构了课程评价

的原始形态袁也让长久以来迟滞不前的课程评价看到

了曙光遥 先抛开技术和数据伦理袁就只是对基于技术

的评价的无比确信恐怕就值得警醒袁因为课程评价在

根本上关乎人遥这时候袁我们不禁追问院当使用机器获

取尧监测教育数据时袁究竟是测量人们重视的内容还

是仅仅测量能够轻易测量且容易评估的东西钥 [4]如果

答案是后者袁那么对技术的这般崇拜促使其在野受宠冶

的路上越走越远袁但这种野待遇冶能不能保证其真正促

进课程的有效转型和品质提升袁这依旧是个悬而未决

的问题袁在这样的境遇中袁无论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袁

无限扩展技术的使用还是无比坚信技术的结果袁对于

与人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而言袁 都是一种

野历险冶遥

渊二冤课程式微院课程的野失宠冶危机

课程研究在不断摸索中渐趋明确了论域袁课程的

野显学冶地位逐渐确立遥 然而袁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持

久存在且越来越成为课程研究深化发展的掣肘袁比如

知识问题尧实施效能问题尧评价问题等袁这些关键问题

之所以成为课程研究领域中的野障碍冶袁不仅仅是因为

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袁而且与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某

种技术尧方法尧工具等简单化思维方式不无关系遥似乎

只要技术具备了袁方法改进了袁工具开发了袁那些长期

萦绕在课程研究上空的阴霾就会烟消云散袁课程的世

界将通透敞亮遥 于是袁原本被用来解决课程问题的技

术越来越受到青睐袁而课程本身反倒被边缘袁在等待

技术野解救冶的日子里袁课程似乎只需要野随时待命冶即

可袁这不仅让原本野体面冶的课程野颜面尽失冶袁而且置

课程于技术野摆布冶的危机之中遥

诚然袁在这个技术标榜的时代袁试图无视尧回避技

术显然是不可能的袁关键问题是袁我们究竟如何看待

课程世界中的技术袁如果技术强势到可以随意野挟持冶

课程袁那么袁课程不仅难以借着技术的东风破浪前行袁

而且会误入歧途尧迷失自我遥这种课程的式微和失落袁

隐藏的深层危机在于院其一袁疏离了课程与人的关系遥

一切课程活动都是与人相关的袁促进人的发展是课程

安身立命之本遥 然而袁由于技术的狂飙突进和课程的

反应迟缓袁 技术正在或者已经解构了课程的原本面

貌袁随处可见的技术已然让课程难以招架遥 课程与人

的互动关系异化导致作为育人载体的课程被矮化了袁

人也同时被矮化遥其二袁暗淡了课程的生成意蕴遥在某

种意义上袁真是因为精彩的生成才充盈并延展了课程

的生命遥在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袁课程活动的灵活性尧

不确定性尧未来性等似乎都可以被精准控制袁这表面

上看提高了课程的可控性袁实则让课程与学生精神相

遇可能生成的精彩大打折扣遥 其三袁遮蔽了课程的内

在价值遥课程的价值不仅表现在通过知识传授让受教

育者获得生活之能袁而且表现在通过情感启迪尧道德

熏陶尧价值传导使受教育者领悟人生之道袁相比于前

者袁后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更为深远遥 而技术过度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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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课程袁可能会挤压甚至遮蔽课程的内在价值袁课程

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技术活动袁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

育者袁 在这一过程中所能得到的精神给养都相当匮

乏遥总之袁技术大发展境遇中的课程袁已然在式微中陷

入危机袁如果不能正视并反思袁所谓希冀以技术助力

课程育人旨趣更好实现的愿景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遥

渊三冤当技术之傲慢遭遇课程之偏见

课程与技术的相遇是一种必然袁野没有人可以扭

转尧拒绝技术的发展袁但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告诫疯狂

迷恋技术的人切勿误入歧途冶[5]遥 正因此袁我们回视和

检讨课程与技术相遇的种种野险境冶袁并不是为了谴责

技术袁更不是为了漠视技术袁恰恰相反袁这种理性反思

就是要超越技术的傲慢与课程的偏见袁让技术真正有

效助推课程发展袁让课程在悦纳技术的过程中提升内

在品质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唯有课程与技术彼此深度融

合袁才可能开创技术时代课程发展的新局面袁也才可

能彰显技术在课程创新发展中的功用遥

难题在于袁由于技术的破竹之势使得课程在毫无

戒备的情况下成了技术的奴役袁这造成了课程与技术

的紧张关系遥 伴随着这种紧张关系持续蔓延和升级袁

人们开始反思课程与技术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一根本

性问题袁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主要观点院一是主张用

技术大力改造课程袁 二是主张固守课程的既有边界袁

三是主张探索技术与课程的融合之路遥这三种主张分

别代表了技术主导的激进取向尧课程主导的保守取向

和技术与课程共生的中和取向遥 客观地讲袁这三种观

点和取向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袁是我们继续探究课程

与技术关系首先需要检视的遥 那么袁在技术已经深入

课程领域的当下袁声讨技术无异于隔靴搔痒袁回避技

术更是自欺欺人袁 肯定技术及其迅猛发展的客观事

实袁自然应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课程与技术相遇问题

的基础性共识遥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袁野抨击技术化并

无益处遥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冶[6]遥我以为袁这种野超越冶

就是要促成课程与技术和谐关系的生成袁就必然要矫

正技术的傲慢姿态袁同时抛开课程的偏见惯习袁而这

关键是要研判技术影响课程的尺度和课程接纳技术

的限度袁由此袁让技术和课程在技术时代的课程论域

中各安其位尧彼此成全遥

三尧技术何以影响课程院技术的

尺度及其野归位冶

审视技术与课程的相遇历程袁可以发现此二者具

有天然联系遥现如今袁海量数据尧精准算法尧虚拟环境尧

可视化尧共享交互等一些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

课程的环境袁也改变了课程本身的存在方式遥 课程在

这样的技术境遇中袁 既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袁也

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袁只能被动地接受技术的野改造冶

和野赋能冶袁似乎只有加上技术含量的课程才与这个技

术时代浑然一体遥技术的这种喧嚣让原本有序的课程

焦躁尧惶恐袁也让人们对课程的未来忧虑遥 然而袁技术

有不可跨越的极限[7]袁因此袁我们有必要在对技术究竟

何以影响课程的尺度研判中袁重新确立课程世界中技

术的坐标遥

渊一冤技术之野技冶的内在尺度

尺度是一种规定尧阀限尧标准袁是确保事物尧行为尧

活动具有合理性尧科学性尧有效性等的重要前提遥一般

而言袁 过度和不足是不合理尺度的基本存在形态袁这

种不合理会影响事物的作用发挥尧行为的价值实现和

活动的意义彰显袁因而袁在实践中袁人们总是尽可能地

求索适宜的尺度遥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袁野技袁巧也遥

从手袁从支冶[8]遥 技术之技就是一种手段尧本领尧工具或

方法袁在这个维度上袁技术的尺度可以理解为这些手

段尧本领尧工具尧方法本身是不是以适宜的形态存在并

能保证其作用正常有效发挥的基本规范遥这种基本规

范相较于技术的实际运行而言袁具有内在性袁是技术

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技术之技是技

术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内在尺度袁即何种技术究竟何以

发挥何种作用袁进而言之袁就是这种技术作为野技冶之

特点尧优势或缺陷遥

着眼于技术之技的这种内在尺度审视课程与技

术的关系袁至少应该反思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院首现袁技

术本身的科学性遥 野技术的本质是真冶[9]袁科学性是技术

的本质属性之一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技术与艺术

明显有了分野遥 在技术与课程相遇的过程中袁我们深

刻地感受到技术对课程的野无礼冶甚至野蛮横冶袁而这些

被大加推崇的技术袁比如可视化尧可穿戴尧实时共享尧

精准预测等新兴技术袁其本身是不是真的科学袁是不

是足以超越实验室在课程场域中繁衍生息袁恐怕并不

能得到肯定性回答遥 如若这般袁课程因盲从技术导致

的不确定性甚至危机将由谁来担负钥 其次袁技术作用

的实效性遥 在技术强势进入课程实践场域的今天袁通

过技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程的呈现样态尧创

新了课程实施的方式尧增强了课程的新颖性袁关键在

于袁这种基于技术的丰富尧创新抑或增强袁到底是不是

真正提升了或者多大程度上提升了课程的品质和效

能袁依然鲜见令人信服的证据遥再者袁技术结果的可解

释性遥 既然技术已经深度介入课程领域袁更有甚者认

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表征的技术已经是课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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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不可或缺的了袁即那种无技术不课程的论调大有

喧宾夺主之势袁特别是在课程评价领域袁所谓的大数

据是不是真的是数据研究意义上的大数据暂且不作

讨论袁就是课程评价这样一个复杂的关乎人的问题用

数据逻辑能多大程度上达成预期袁实在难说遥当然袁检

视课程世界中技术之技的内在尺度袁 并不是一种苛

责袁而是希冀通过这样的反思袁能促使技术及其作用

和结果进一步科学有效遥

渊二冤技术之野术冶的外在尺度

与技术之技的内在尺度相对袁技术之术的外在尺

度指的是特定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规范尧限制和标准

等袁即词源学中的野术袁邑中道也冶[10]遥 实际上袁任何技

术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表现出其真正效能袁而特定技术

在使用过程中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袁这些

因素一方面成为技术外在尺度确定的关键中介袁其本

身也构成了技术的外在尺度遥 因此袁人们总是想方设

法改变技术运行的环境尧条件并提升技术使用者的专

业素养袁 以达到降低外在尺度对技术实效影响的目

的遥然而袁从客观层面来看袁特定技术总是在与之相适

应的特定时空背景下产生的袁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规

定性和限制性袁在这个层面袁技术使用呈现出相对稳

定性的状态曰从主观层面来看袁技术的使用主要但不

局限于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员袁这些人的专业素养可能

会有差异甚至存在天壤之别袁这使技术使用的外在尺

度呈现可变性遥 鉴于此袁改善和优化技术的外在尺度

更多地应该着眼于技术使用主体的专业素养的整体提

升袁以真正确立野技术的运用要以生命尺度为边界冶[11]

的价值共识遥

基于课程的视域探究技术之术的外在尺度袁实际

上就是要诊断技术在与课程相遇并作用于课程实践

的过程中袁人的因素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袁这种作用

是不是有效推动了技术外在尺度的实现遥基于这样的

认知袁我们主要检视三个基本问题院一是技术使用的

内在一致性遥 不同技术之间可能会相互排斥袁造成技

术的野不兼容冶袁这样会大大损耗技术的实际能效遥 因

此袁课程实践中的技术使用既不能一味倡导各种技术

的叠加以追求技术繁华之表象袁也不能只关注到技术

整合可能带来的附加价值而忽略了这一过程可能造

成的相互耗散遥 二是技术使用的伦理规范性遥 技术越

是发展袁其野双刃剑冶的作用可能就越是显现袁而课程

的终极旨趣在于育人袁课程实践中的技术使用特别需

要关照伦理规范问题遥比如技术使用是不是彰显了课

程目标的人性化定位尧促成了课程实施中人的情感陶

冶和价值观塑造尧渗透了课程评价对整全的人的顾及

等等袁这都是课程实践中技术使用很容易触及且又容

易忽视甚至造成创伤的地方遥三是技术使用的价值发

展性遥技术的使用无论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实操层面都

还处于不断改进尧提升的过程中遥这意味着袁技术的使

用具有探索性和待完成性袁不可一蹴而就遥况且袁课程

实践与技术相遇后也会有磨合的阶段袁因而袁课程实

践中技术使用的留白尧搁置尧调适甚至放弃等袁都应以

适合课程本身的价值体系和课程场域中人的价值需

要为出发点遥 概言之袁课程场域中技术之野术冶的外在

尺度就是我们基于特定课程实践袁进行具体的技术使

用时应当坚持的原则尧立场和基准袁以上三个核心问

题及其追问为我们把握技术的外在尺度提供了必要

的视点袁也为我们进一步改进并优化这种尺度并促成

其发挥适宜的作用提供了思考方向遥

渊三冤技术之野技冶与野术冶的和谐共振

野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袁不是非此即

彼的结果袁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遥 冶[12]技术之野技冶的内

在尺度决定了当前技术自身存在的局限和有待拓展

的空间袁而技术之野术冶的外在尺度表征了技术在使用

过程中的种种阻滞和亟待破解的难题遥承认并理性看

待技术的这两重尺度袁 是技术自我革新和发展的基

础袁也是技术使用效能不断提升的前提遥实际上袁当前

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袁 既反映了技术强大的生命活

力袁也孕育着技术无法避免的深层危机遥 野技术在教育

实践中妄求统治霸权注定是徒劳冶[13]袁野不管技术如何

进步袁它永远都是为人服务袁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冶[14]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所谓技术时代更多意味着技术作为一

种手段尧方式尧工具如何推进整个时代朝着更加美好

的方向发展袁而不是技术对时代的圈囿尧支配甚至裹

挟遥因而袁探寻技术时代的技术定位袁成为技术尺度检

视的根本鹄的遥

由上论之袁技术有内外双重尺度袁探究课程世界

中技术的尺度袁归根结底就是要诊断课程世界中技术

的坐标袁让技术在准确定位中发挥有益作用遥 基于这

样的思考袁我们着力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院其一袁技术本

质的返璞归真遥 技术从来都未曾远离课程袁回顾课程

论域中的技术发展史袁 可以发现技术走过了默不作

声尧日渐显眼到不可忽视的进阶之路袁技术对课程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袁到今天袁技术似乎已经

不能满足于仅仅作为课程发展的辅佐袁而要凌驾于课

程之上主导课程的发展遥从课程的终极旨趣就是育人

这一课程目的观看袁必须重申野技术需要人文关怀的

温度冶[15]这一价值立场袁否则袁课程世界中的人将可能

异化为冰冷的技术人遥其二袁技术功用的戒骄戒躁遥在

8



2021年第 7期渊总第 339期冤

技术大放异彩的当前袁 其功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袁

这直接导致了课程世界中技术的泛滥袁技术的这种喧

嚣既不能保证其真正助力课程效能提升作用的发挥袁

也可能会使自身迷失发展方向袁技术野降噪冶已迫在眉

睫遥正如有研究者反思当前火热的技术要要要人工智能

所指出的袁野应该对教育人工智能化的思想倾向与做

法保持足够清醒袁辩证地对待袁认清人工智能的作用

边界冶遥 [16]其三袁技术实践的循序渐进遥 课程改革永远

在路上袁技术的改进也永远在路上袁我们不能指望通

过某种技术和某次技术实践就可以实现课程的技术

转向袁何况袁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袁技术本身和技术

使用中都还有不少悬而未决的紧要问题袁如果在这种

时候盲目突进袁 无疑将把技术推向一个未知的险境遥

因此袁 反思技术的尺度就是要以技术本质的返璞归

真尧技术功用的戒骄戒躁和技术实践的循序渐进的认

知确证为基础袁促成技术在课程坐标中合理野安放冶和

野归位冶遥

四尧课程何以面向技术院课程的

慎思及其野自觉冶

近些年来袁课程中技术的强势介入袁加之技术本

身更新尧升级的频率之快袁使得课程在疲于应付技术

中忘却了自我袁技术与课程的角色本末倒置了袁究竟

是技术的课程还是课程的技术这个本不该成为问题

的问题如今显得如此紧要遥 正因此袁我们有必要理性

审视课程究竟如何面向技术这个朴素问题袁以助推技

术时代的课程发展真正能乘着技术的东风扬帆破浪遥

渊一冤课程之课的本体追问

美国学者古德莱德渊J.I.Goodlad冤对课程的定义进

行了层次性划分袁他认为存在着五种不同意义或不同

层次上的课程袁即理想的课程尧正式的课程尧领悟的课

程尧运作的课程尧经验的课程[17]袁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不同课程理解之间的隔阂袁让课程的探究不

再陷入不同价值立场喋喋不休的争辩袁而是走向了分

层探讨袁这保障了探讨具有基本的前提共识遥 在他所

划分的五种课程中袁 前两种属于基本处于静态阶段袁

可以称为野静态课程冶袁后三种课程走向了动态实践袁

可以称为野动态课程冶遥 为了对课程有更深刻的领会袁

同时考察课程对技术的不同面向袁 我们从静态和动

态两个层面重新考究课程的内涵遥实际上袁挖掘课程

的词源构成袁 课程本身就具有名词形式和动词形式

的两重意涵袁分别意为野跑道冶和野奔跑冶袁名词意义上

的野跑道冶与古德莱德划分的野静态课程冶有着内在关

联袁可以视为课程之野课冶的指称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我

们可以对技术背景中的课程之课进行本体意义上的

追问遥

对课程之课的本体追问袁意在追究课程的实质是

什么袁即无论外在境遇如何变化袁作为理想的课程和

正式的课程的根和魂究竟是什么遥如果未能明确这个

问题袁课程极有可能被技术带跑甚至带偏袁这对于以

育人为旨趣的课程而言袁 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灾难遥

鉴于此袁我们考虑几个问题院一是反思课程是什么的

事实问题遥技术时代的课程袁其终究还是课程袁无论是

作为静态课程袁 还是作为课程静态层面的目标和内

容袁实际上都需要经过专家的论证袁并以课程计划尧课

程标准和教材的形式呈现出来袁这种课程有其严格的

规定和要求袁不是想当然就可以改变的遥因而袁试图以

技术的傲慢任性地改造课程在根本上降低了课程本

身的严肃性遥 二是解释课程为什么的价值问题遥 育人

价值一切课程的根本价值问题袁在这个意义上袁处于

静态层面的课程无论在目标的设定上还是内容的呈

现上袁都承载着成就人的价值使命遥 技术的介入如果

不能甚至有碍于课程核心价值的实现袁那不仅不应该

倡导袁而且还应该拒斥遥 三是探究课程怎么办的方法

问题遥 技术对课程的影响袁在静态这个层面集中体现

为课程组织与呈现方式的丰富袁技术与课程的天然联

系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改变了

课程发展的轨道袁课程作为传统的野跑道冶需要与信息

技术之道并道而行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野跑道冶的

遗弃袁也并不代表传统野跑道冶的消亡袁至少在当前袁信

息技术不应该也不可能主导课程发展的方向遥 总之袁

对课程之课的本体追问旨在从静态层面重新思考课

程是什么尧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基本问题袁为技术时代

的课程发展探寻可能的认识路向遥

渊二冤课程之程的发展诉求

从动态的视角看课程袁其内含野奔跑冶之意袁关注

课程运作的实践袁这与古德莱德课程层次划分中的领

悟的课程尧运作的课程尧经验的课程具有内在一致性遥

实际上袁任何课程都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袁从技术与

课程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袁静态课程产生和确定

之后袁技术对课程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动态的课程

实施与评价中袁也因此袁当前探讨课程如何面向技术

的问题袁重点应该关注课程实施与评价中的技术介入

及其面对的挑战和可能产生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袁这其

实也是作为野奔跑冶野进程冶野展开冶的课程之野程冶发展

亟待关注的时代课题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这里我们探讨的主要是普遍性意

义上技术影响课程的发展问题袁围绕古德莱德课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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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的领悟尧运作和经验三个层面展开遥其一袁领悟的

课程与教师的技术素养遥在技术与课程关系不断加强

的当下袁教师如何理解课程与技术的关系袁如何理解

技术对课程的影响袁直接影响课程价值的实现袁这对

教师的技术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因而袁加快提升教

师的技术素养成为技术时代教师领悟课程的必然要

求遥其二袁运作的课程与技术的功能发挥遥技术介入课

程实施丰富课程生成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袁

因此袁教师如何充分利用技术促成课程实施的有效调

整袁是技术带给课程运作的挑战也是机遇袁这要求教

师把握课程运作的尺度袁不能形成技术依赖遥其三袁经

验的课程与学生的技术接受效能遥课程的最终价值集

中体现在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上袁因此袁课程实践中

的技术特别需要关注其与学生既有经验以及未来可

能形成并发展的经验的关联袁减少因经验裂缝增加学

生的认知负担遥因此袁促成技术时代课程的发展袁就是

要以动态课程观为牵引袁使技术恰到好处融入课程领

悟和课程运作全过程的基础上袁以教师技术素养的提

升确保课程促进学生新经验的不断增长袁最终提升课

程之野程冶的动态的尧发展的效能遥

渊三冤课程育人旨趣的重申

一切课程都是以育人为旨趣的袁能不能坚守育人

的初心并最大限度促使人的整全发展袁既是课程的本

分体现袁也是课程安身立命的根本遥 野技术价值只能是

技术对人的价值袁 只能是相对于人的益处和害处而

言袁 脱离了主体就不存在任何价值遥 冶[18]这意味着袁无

论课程如何变化袁都要时刻关照野人冶这一核心袁唯其

如此袁才能确保课程在正确的方向上深化发展遥然而袁

在技术大行其道的境遇中袁课程一方面希望通过技术

实现品质提升袁 另一方面又在被动接受技术的改造袁

以至于课程的技术含量成为衡量课程先进性的首要

尺度袁至于这种全副技术的课程是不是真正有助于立

德树人不得而知遥课程实践领域只见技术不见人的现

象已经越来越明显袁如果任其发展袁课程的育人旨趣

注定难以实现袁这并非杞人忧天袁也不是危言耸听遥

诚然袁重申课程的育人旨趣袁这并非要否认技术

作为客观性存在的现实袁也不是要排斥尧责难甚至否

定技术对课程发展的积极意义遥 正相反袁技术的快速

发展必将对课程发展产生更大影响袁如何确保技术在

与课程的相遇中不僭越袁而是为课程育人旨趣的更好

实现提供助力袁这是课程发展的时代命题袁这一命题

的求解恐怕依旧应该回到对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一原

初的但最核心的问题的追问上来遥 实际上袁检视技术

与课程相遇的历程袁技术一直是课程发展的野背后的

力量冶遥 现如今袁技术强势上位袁一跃成为课程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存在袁辩证地看袁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课程

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袁一些关于课程的想象正

在变为现实曰同时袁技术的不加节制和任性而为使课

程深陷危机袁课程与人的精神相遇这种充满想象的美

好旅程异化为程序化操作遥 如此一来袁本该服务于课

程和人的技术反倒成为课程和人的主导袁这是课程的

异化尧技术的异化袁也是人自身的异化遥 野技术终归是

技术袁技术只是手段和工作袁而不是目的和手段袁无论

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到何种深度和广度袁

其目的都是为了立德树人冶[19]袁都应该野承担起通过技

术之物尧技术之事来成人和育人的责任冶[20]遥

总之袁野在教育领域袁无论是研究技术袁还是应用

技术袁始终应该而且只能按照耶教育的逻辑爷去考量

耶技术爷冶[21]遥 因而袁进行信息技术时代的课程慎思袁同

时促进信息技术时代的技术自觉袁就是野既不能用狂

飙突进的技术耶裹挟爷课程袁也不能以课程的耶自负爷无

视技术袁而应该在信息技术与课程的价值整合中走向

深度融合与和谐共生冶[22]遥 如是袁使技术为人所用袁课

程为人而存袁最终在课程对技术的自觉接纳和技术对

课程的合理参与中袁 实现课程与技术的相依相促袁促

成新时代基于技术的课程育人价值不断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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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Arrogance and Prejudice: Curriculum Deliberation and Techn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ZHANG Mingkai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curriculum is faced up with both "dange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mining

the course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it is found that technology has been

worshipped in the constant "favored", while the curriculum has been declining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out

of favor". Today, the arrogance of technology is evident, and the prejudice of the curriculum are quietly

gaining momentum, with the arrogance of technology and the prejudice of the curriculum playing a deep

game. In this regard, the internal dimension of the "technique"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judged from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technolog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its results,

and the external dimension of the "tactics" of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ethical norms and value development of the use of technology. We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how

technology affects the curriculum, and then based on the harmonious resonance of "technique" and "tactics",

the technology in the curriculum can be put into plac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focusing on the facts,

values and methods of the curriculum, with inquiring the "class" of the curriculum ontologically, focusing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urriculum operation, and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course" of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rriculum consciousness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In this way,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we

will promote the cleansing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turn of curriculum to its true nature.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sence of Curriculum; Technical Dimension; Technical

Consciousness; Curriculu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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