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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加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

李 芒袁 余露瑶

渊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中心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基础理论作为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重要根基与源泉袁至今没有充分发挥应发挥的学术作用袁也没有取得应

取得的学术成就袁并且还没有引起教育技术学界应有的重视遥 而偏向工具应用尧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产生的不良表现却

大面积地存在并严重影响了教育技术学科健康发展袁更严重的后果是误导了整个教育领域对教学媒体的认知遥 缺乏基

础理论研究使教育技术学科失去了根本定力袁致使教育技术学界乱象丛生遥 为走出学科危境尧战胜学科困阻袁必须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袁目的是给教育技术工作者以人性的陶冶尧价值的体悟和视野的拓展袁唤醒他们对教育技术意义尧价值尧理

想尧伦理尧行为等的理性审思袁提升他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高度遥 文章聚焦探讨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袁初步提

出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研究范畴袁旨在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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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求木之长者袁必固其根曰欲流之远者袁必浚其源

泉遥 理论研究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归宿袁而基础理论研

究则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命脉遥 然而袁当今的教育技术

基础理论及研究状况却差强人意袁已成为教育技术学

科之野梗冶遥缺乏基础理论研究是造成教育技术学科危

机四伏以及学科性薄弱的根源之一遥 屡见不鲜的野以

偏概全尧以点概面冶野无知者无畏冶野反真相尧反常识尧反

教育冶的学术扯淡[1]尧野远离实践需求而纸上谈兵冶的虚

幻尧野学术弱视冶和野走歪路的妄想冶等现象袁已然成为

常态遥很显然袁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衰微袁最不如意之

处在于教育外行化遥 虽然身居于大教育学科袁虽然媒

体在教育中袁虽然试图解决教育问题袁但实则与其他

兄弟学科相比袁 在教育理论及教育历史素养方面袁教

育技术距教育甚远袁距人甚远袁距成效甚远遥缺乏教育

技术基础理论浸润的研究者自然缺乏教育思维袁对研

究问题想不深袁想不高袁想不透袁想不远袁想不对袁难以

号准教育教学规律袁常常犯下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袁如是

非真假颠倒尧将手段作为目的尧学科概念混乱尧发表违

背科学规律的言论以及野吃了馒头不饿冶的研究结论

等问题遥因此袁教育技术学科常被诟病为理论不足尧思

考不深袁而工具和方法亦不利袁所出研究成果既缺乏

应用性又缺乏理论性袁常常抛出些不给力的尧不帮忙

却裹乱的教学工具遥 由此可见袁研究和学习基础理论

已成为关乎教育技术学科生死存废的重要任务遥

二尧基础理论研究是一切学科发展的命脉

科学研究的历史一再重复这样一个事实袁许多伟

大的发现来自于对科学基本问题的不断追寻遥基础理

论探索则是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遥所谓基本问

题是指主要的尧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袁在科学研究中起

奠基作用袁具有根本性尧体系性尧普遍性尧稳定性尧抽象

性和宏观性等特点遥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是衡量

一门学科成熟度和实效性的重要标准遥 然而袁教育技

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却长期匮乏遥 根据中国知网

渊CNKI冤的信息袁自从我国建立教育技术学科以来袁与

教育技术野基础理论冶或野基本理论冶研究相关的论文

DOI:10.13811/j.cnki.eer.2022.09.001 理 论 探 讨

基金项目院2018年全国教育科学野十三五冶规划课题野大学教学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理论创新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BCA180085冤

5



电化教育研究

仅发表 15篇遥时至 2003年袁才由桑新民在叶中国电化

教育曳上发表了第一篇以教育技术基础理论为主题的

论文遥 该文指出袁加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建设是学科

发展的迫切需要[2]遥钟柏昌等发表过 5篇野中国教育技

术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冶系列论文[3]遥 此外袁还有一些

相关论文袁认为野理论基础冶等同于野基础理论冶袁将教

育传播理论尧课程与教学理论尧学习理论等作为教育

技术基础理论遥 还有论文讨论的并非基础理论袁而是

具体的尧微观的尧行为层面上的教学实践话题遥

可见袁研究基础理论必须澄明野基础理论冶与野基

本理论冶野理论基础冶及野原理冶的关系遥 野基本冶与野基

础冶均有根本之意[4]袁野基本冶可兼用作形容词和副词袁

有野主要的袁起决定作用的冶意思曰而野基础冶多作名词袁

有野事物发展的根脚尧根基或起点冶的意思[5]遥 通常说袁

野基本冶是指事物的范围袁野基础冶是指事物的程度遥 因

此袁野基本理论冶是指一门学科中最主要的理论袁是理

解与掌握该学科其他理论的前提[5]遥 野理论基础冶是事

物发展的理论根源尧根本和逻辑出发点遥 而野基础理

论冶是指一门学科中最根本的理论袁是发展出其他理

论的起点[5]遥可以说袁野原理冶与野基础理论冶在含义上最

为相近遥 野原理冶是指具有普遍意义或最基本的规律尧

学说或论断袁其他的规律尧学说或论断以此为基础或

由此派生[6]袁但由于野理论冶一词的内涵及外延大于野规

律尧学说或论断冶袁因此可以说野基础理论冶应该包括

野原理冶遥

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门学科的基本

原理尧基本概念尧范畴尧判断与推理等所组成的逻辑体

系袁研究的是具体和抽象事物的最一般问题尧最一般

规律和最主要规律遥 正如黑格尔所言袁认识是从抽象

到具体的双向自由运动过程[7]遥基础理论关注纯粹的尧

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袁并可为应用研究提供有指导

意义的共同理论遥 可见袁基础理论有助于提升学科建

设高度袁使学科建设科学化遥 基础理论不仅具有原初

的学理支撑性袁 为其他分支理论及研究提供根据袁还

具有科学体系的整体性自觉袁使理论发展具有学科自

己的特色[8]遥因此袁教育技术基础理论是衍生教育技术

其他理论的起点袁教育技术的无根浮萍性正是由于缺

乏基础理论研究所致遥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

个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中心立志开展此项工作遥 研

究教育技术基础理论袁不仅是专业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者的学术责任袁也是全体教育技术研究者的基本任务袁

甚至是全体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同关注点遥

一般而言袁交叉性复合型学科的成就与该学科的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贡献有关袁二者的贡献源

自二者的相互作用遥应用研究通常指具有某一特定实

际目的或应用目标袁为了确定研究成果可能用途的研

究遥而基础理论研究或许就不具有专门且特定的应用

目的袁它的责任是为人类实践及应用研究提供理论思

考的机会遥 应用研究在于为特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袁

回答野怎么做冶的问题遥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

事物的一般原则或规律袁 以及事物间如何彼此相关

联袁回答野是什么冶和野为什么冶的问题遥 有意义的应用

研究定会不由自主地接近基础理论袁思考问题是否得

到解决尧解决得正确与否以及该不该解决袁离不开基

础理论的支持遥

由于长期的教育市场化尧产业化尧商业化以及对

基础研究投资不足袁 加之极端实用主义思潮泛滥袁独

立自主的基础理论研究常被质疑为无用之功遥 那么袁

基础理论研究是否有用钥 庄子认为袁野无用之用袁方为

大用冶袁基础理论就是野无用冶之野大用冶的学问遥如果没

有意识到基础理论有大用袁也许只是因为还没有达到

一定的理论高度遥事实上袁往往总觉得很有用的袁它的

用处倒是很有限遥 反而是那些看似无用的袁可能才真

有大用遥越具体微观的有用性袁其应用范围越是有限袁

越下位的概念越不易于迁移遥 然而袁基础理论也不能

自动发挥作用袁需与使命产生联系袁作用是履行使命

的结果遥

基础理论以求真为宗旨遥 一切真正的理解袁起源

于人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9]袁真

理意识并不简单地现存于直接性之中遥如果人们想要

获得任何真正科学的真理袁 必须对感官材料加以抽

象袁同时还需要提升实践袁由此才能体悟真理遥只有当

思考孕育着即将成为现实而超乎思考本身的事物时袁

思想才成其为真理遥 反之袁只把自己局限在直接经验

的狭隘圈子里袁就不可能获得真理遥 并且通过对大全

样式渊Weisen des Umgreifenden冤的思考袁可以理解所

思之物的真理性遥 可见袁科学不是描述孤立分离的事

实袁而是要努力给予人们一种综合观[10-11]遥 爱因斯坦

说袁如果人们掌握了学科的基础理论袁并且学会了独

立思考和工作袁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袁而且比起主

要以接受细节知识培训的人袁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

和变化[12]遥

基础理论是信息化祛魅的精神武器遥人们必须认

识到袁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方面袁信息技术在人类社

会的各个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具同一性袁而特异性

却相当显著遥即便在同一领域袁依据不同的方面袁信息

技术所迸发的正能量也大不相同遥 况且袁人类认识信

息技术还处于混沌阶段遥 但是袁 有一点是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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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要要是药三分毒遥应该认识到袁野人类思维总是容易

偏向对现行模式不足的夸大和批评袁也总是容易偏向

对理想模式完美的肯定和向往遥其实袁夸大贬损现实袁

夸张抬举理想袁是典型的乌托邦思维冶[13]遥 于是袁势必

易在实践中混淆现实与未来袁想象力越发跳脱袁随意

造想未来图景的可能性越大袁 这就形成了技术统治

论袁最终要求技术应用于一切事物遥 由于教育发展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因此袁真正达到完全的技

术统治是不可能的遥并且袁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袁甚缺

精深远大之思遥 唯有在思想领域袁在理性的自由中发

生了某种变化袁行动才可能带来救赎遥 即使是最微小

的行动袁也有其意义袁它们本身也是对精神生活的参

与[10]遥 技术问题确实不能只依靠技术来解决袁不改习

惯袁不变方法袁不谙教育袁不升学养袁不知圣本袁则器物

无用遥 进步的关键不在器袁而在人遥 人类的教育顽疾袁

并非野奇技淫巧冶所能拯救遥基础理论能够赋予技术以

精神维度袁克服野技术即无思冶的刻板印象 [14]袁使技术

致思袁使人为内心深处的信仰而活袁使人克服狂躁袁产

生敬畏而不至于轻浮袁不至于随意践踏世间规则遥 基

础理论可以催生人的理性袁 激发人的追问和反思袁形

成真正的教育信仰遥

基础理论的最低作用是避免触犯基本错误遥学科

中的基本错误常常属于一种逻辑错误袁即引用虚假的

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基本论据遥 其中袁有些基本错误

甚至是世人皆知的低级错误袁是违反教育教学基本规

律的错误袁其实这才是根本性的错误遥 在教育技术学

界袁由于教育理论水平偏低袁很多问题属于教育领域

里早已解决或有广泛共识的科普级问题袁而正是这些

已经不成问题的野问题冶在教育技术这里却偏偏被看

作了野新问题冶遥并且时常会有人对这些问题提出些令

人啼笑皆非的言论遥 有论者常自诩为野天下第一且前

无古人冶的野创新冶袁其实早已是老生常谈遥对于一门学

科而言袁面对言行乱象袁如果不去拨乱反正尧正本清

源袁将会对教育技术学科甚至是大教育学造成极大伤

害遥因为从出发地就走错了路袁所以后面一定是歧途遥

研究教育技术基础理论袁不仅为了挖掘尧收集和创生

教育技术的秘诀或绝招袁还是为了总结经验袁更是为

了深化对教育技术性质尧意义和特点的认识袁避免受

骗上当袁少走弯路遥

三尧教育技术缺乏基础理论研究之困

忽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袁就不能充分发挥基

础理论所具有的洗礼尧开窍尧明理的作用袁不能在繁复

的教育现象中把握教育技术的基本联系袁不能真正建

立起正确的教育技术思想体系袁不能正确识别尧辨别

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潮袁而只能自说自话袁学科发展将

失去最根本定力袁表面的热闹无法掩盖内在的尴尬境

遇遥在此袁需要站在教育技术人文观的立场上袁刀刃向

内袁自我剖析袁从而发现问题遥

首先袁缺乏具有原创性学科基础理论成果遥 任何

可以称为学科的事物袁 必定具备比较系统而深刻的尧

具有很强解释力和描述力的尧具有广泛共识的理论体

系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由一系列概念尧范畴尧原理等构

成的完整知识结构与思想系统袁是否形成严密的理论

体系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遥 只可惜袁教育

技术正是在此存在短板遥说实话袁不能说教育技术没有

自己的理论袁而应说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遥人

们很难说清楚哪些属于教育技术自己的基础理论或基

本理论遥 此外袁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确实丰富袁但不

能视其为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遥各路学习理论可为教

育技术提供理论指导袁但它并非教育技术基础理论遥可

以说袁 教育技术在大教育学科中是一个操作性超强的

学科袁这也是教育技术学科优势之所在袁但野要是但知

练习技术袁不去研究学术曰或一国中袁练习技术的人虽

多袁研究科学的人很少袁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袁不能会

通改进袁发展终属有限遥 因此袁不可忽视学理冶 [15]遥

其次袁在教学媒体开发与应用方面成效不佳遥 由

于教育理论功底薄弱袁对教育本性与教学实践认识不

深袁所以常以工具思维和商业思维看待与分析教育活

动遥 工具思维一般只关注解决问题的形式袁并不关心

解决什么问题尧该不该使用工具解决问题以及随之产

生的后果遥 商业思维更是以资本为核心尧以牟利为先

的交易思维袁这种思维方式极易污染作为具有社会价

值属性的人类教育活动袁 与教育的公益属性相背离遥

而教育思维则遵循教育规律办事袁以教育理论为指导袁

重视教育性因素袁充分关注教学过程中人的真实需求遥

缺失了教育思考袁产品与应用自然方枘圆凿袁不仅没

有解决教学问题袁反而给师生平添种种烦恼袁想要的

没有袁不顺手的却往怀里钻遥另外袁缺乏基础理论指导

的应用研究也会缺乏力量遥面临深层次而复杂的教育

问题袁研究者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而事倍功半袁由此难

以取得实效性和原创性突破遥看来袁只从工具出发袁不

可能开发出好用的产品袁也不可能用好产品袁这也许

就是师生为何不愿意使用的原因遥真正顺应教学规律

的产品无需野忽悠冶便会一抢而空袁能够解决问题的工

具为何不用钥

再次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袁常常出现认识偏差遥基

础理论研究依靠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回答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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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各种问题袁它具有理论思维的性质袁表现为

一定的理论形态遥 只有真正理解了事物袁才能更深刻

地感觉它遥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袁而理论才能解决本

质问题遥

例如袁人们习以为常的野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

代化冶野科技引领教育变革冶野教育信息化是教育改革

的制高点冶等说法都值得深刻反思遥 社会文化变革是

技术或工具发展的前提袁社会的一切主要特征都影响

着技术变革的发生袁影响着技术的使用方式袁以及影

响着技术使用的反响[16]遥 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袁

没有人的现代化何谈教育现代化遥 人发明了工具袁是

人创造了信息工具袁却不是信息工具创造了人遥 人与

工具共同组成了人机共存的统一体袁而人在其中扮演

着动力角色遥 毛泽东说袁野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袁做就

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袁引出思想尧道理尧意见袁提

出计划尧方针尧政策尧战略尧战术袁方能做得好冶[17]遥 人在

野造物冶时袁先要构想出野造冶什么技术袁精神形态的技

术存在引起了从野技术抽象冶到野技术具体冶的转变袁亦

是观念变器物的过程[18]遥 物不可能引领人或决定人袁

只能影响人或为人所用曰 形式亦不可能引领内容袁内

容却决定着形式袁形式依赖于内容遥 人工智能只是人

手中的工具袁是人类智能的物化袁不论其功能多么强

大袁最终也要由人类来控制遥因此袁教育信息化承担不

起引领教育现代化的重担袁这是一个颠倒的意识遥 笔

者十分赞成教育部长怀进鹏所谈到的野智能技术能够

真正促进教育发展冶的提法遥 再有袁从历史上看袁若干

年之前提出的野制高点冶的说法袁至今仍对教育教学

改革产生着不利影响遥 所谓野制高点冶是指某一局部

范围内的最高点袁 含义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最重要

因素遥 而人类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最高点绝不是信息

化袁 决定教育教学改革成败的最高点是人类的教育

信念尧理性尧思想尧目的和内容袁之下是遵循教育教学

规律的路径与模式遥 将信息化作为最高点显然是本

末倒置遥

又如袁关于野跨越式发展冶袁以及进而演变来的野跨

越式教学冶的提法袁也有必要作一番讨论遥教育部主要

领导在 2000年世纪之交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跨越袁一

是实现贫困的跨越袁二是完成新世纪的跨越遥很显然袁

这一提法中并未包含要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教学跨越遥

应该说袁学生的心理发展是按照一定秩序的尧连续渐

进的过程遥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每一个发展阶段的

核心任务遥 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袁都以先前的发展为基

础袁各阶段的次序不会颠倒遥 这个过程必定是由前阶

段量变的积累袁才引起质变的发展过程袁在此的质变

与跨越有质的不同遥对个体而言袁心理发展有早有晚袁

有快有慢遥 表现在学习上袁有的学得多些而有的学得

少些袁有的学得精些而有的则粗些遥 但作为个体发展

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袁若想从一种状态越过中间状态而

跨到另一种完全不同质的状态上袁根本不可能遥 罔顾

人的发展阶段而过早过量地学习汉字袁非但不能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反而会揠苗助长遥 据研究披露袁实验校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所掌握的汉字量可以阅读 叶红楼

梦曳遥 于是笔者疑惑袁 小学二年级学生虽然能够认识

野云雨冶二字袁但能够理解野云雨冶在叶红楼梦曳第六回

野宝玉初试云雨情冶中的含义吗钥 可见袁多学几个汉字

的野超前学习冶也并未实现人的跨越式发展遥学生的学

习不仅是记忆袁还包括思想尧精神尧品德尧情感与才能袁

这些是不可跨越的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有些教育研究并

不具有常态化特征袁采用极端手段达到极端目的袁项目

一撤袁即回原状遥 事实上袁教育研究应该在社会常态和

学校常态下进行[19]袁避免非常态教学干预遥 昆体良说袁

我们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尧 急于求成而不顾实效的倾

向袁他们对于需要时间的按部就班的教育缺乏耐性[20]遥

他又说袁判断力的成熟也不要来得太早袁不要让尚在

酿造中的新酒立刻变成醇酒袁 这样才能经得起岁月

的流逝袁与年俱进[20]遥 一个人只有沿循一步步严格的

培养袁才能真正成人[10]遥 教育一定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的过程袁学生的人生大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遥

再如袁有的教育技术言论发生了历史断裂和路径

分化的现象遥有学者锐意创新袁提出了野新教育学冶袁认

为现存的教育学体系和研究成果存在根本性错误袁甚

至一无是处袁于是将现有教育学称为野旧教育学冶袁试

图连根拔起袁倡导大破大立尧另起炉灶地建立野新教育

学冶遥 野新教育学冶认为野旧教育学冶没有理论袁没有概

念袁并且找错了研究对象袁缺乏教育眼光袁因此袁基本

无用遥 由此可见袁野新教育学冶旨在全面彻底否定现有

教育理论体系遥 既然出现了野新教育学冶袁严肃的学者

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判断遥 如果认为野旧教育

学冶没有理论袁那么就是彻底无视和否定人类长期以

来在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卓越成果遥

野旧教育学冶当真没有理论钥 在回答此问题之前袁需要

明白何谓野理论冶遥 野理论冶是人类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系统的理性认识[5]遥 这样看来袁野旧教育学冶不仅有理

论袁而且更具有取之不尽尧用之不竭的理论宝藏遥马克

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就是教育学理论袁并且是

我国制定教育方针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21]遥 叶学记曳所

蕴涵的教育理论尧夸美纽斯的教育教学理论尧杜威的教

育理论尧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尧凯洛夫的教育理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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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国学者的现代教育理论尧主体教育理论和生命教

育理论等袁应该属于野旧教育学冶中的理论遥 野新教育

学冶指摘野旧教育学冶构造了很多伪概念袁其概念体系

支撑不起它的理论袁甚至野教学冶和野课程冶都不是概

念遥而作为野新教育学冶分支之一的教育技术学却已产

生了一些野新概念冶袁如野FC知识图冶野目的要手段要一

致性冶野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冶等袁另一分支教育现

象学则已创生了野独特概念冶袁如野IIS图冶等遥 那么袁究

竟什么是野概念冶钥所谓野概念冶袁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袁

将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离出来袁从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所形成的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尧具有

本质特征的思维形式[22]遥 野概念冶有别于语词尧名称袁是

一种思维形式袁而野语词冶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23]遥 野课

程冶和野教学冶毋庸置疑属于教育学概念遥 以野课程冶为

例袁野课程是有计划的系统的教学内容袁 是一系列教学

科目的集合冶[24]遥 野旧教育学冶当真没有概念袁或者所使

用的大都不是概念钥有意思的是袁野新教育学冶不正是在

使用不是概念的野概念冶来谈论野课程冶和野教学冶钥 每每

开口都必将不是概念的野概念冶当作概念使用遥 我们体

会袁上述所列野新教育学冶的野新概念冶和野独特概念冶都

属于语词遥 更确切地说袁野FC知识图冶野IIS图冶野技术人

造物缺陷分析法冶是命名袁野目的要手段要一致性冶是词

组袁这些都真正不是教育学概念遥

野新教育学冶批评野旧教育学冶的研究对象要要要教

育现象尧教育问题等无法重现袁学术群体对这些研究

对象展开的研究不能创生出知识袁因此野旧教育学冶不

能称之为一门学科遥而野新教育学冶是以计算机算法技

术为核心手段袁野不关注人成长冶[25]袁只研究野作为抽象

物的信息流动过程冶遥 所谓野可复制的冶信息流动抹去

了人的个体差异袁由此袁野新教育学冶便能通过可重现

的研究对象创生知识遥 但事实上袁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26]袁其不断变

化发展以及富有着个性尧社会历史性和价值性[27]遥 因

此袁教育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不可重现性袁正是教育

学基本规律及生命力之所在遥 此外袁野新教育学冶强调

野不关注人成长冶袁而只关注电信号式的信息流袁似乎

具有反教育尧非人化倾向遥 教育学是一门野人学冶[27]袁目

中无人袁不关注人袁何以为教育学钥只关注算法和信息

流的野新教育学冶表现出典型的数据主义价值取向遥对

数据主义而言袁万物皆算法袁最高价值就是野信息流冶袁

甚至人的情感和智力也不过是算法遥智人胜过鸡的唯

一之处在于人类的信息流模式比鸡的复杂袁处理信息

的算法优于鸡[28]遥 具有数据主义价值取向的野新教育

学冶认为野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冶[25]袁并不

关注生命体验的价值袁将人类灵魂等同为算法袁将个

体鲜活的尧富有生命意义的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教育

活动视作纯粹脱离具体人类活动的尧抽象的尧片面的

信息流动网络袁完全否定了人的思维尧精神尧价值尧意

志尧情感等因素袁使教育研究彻底背离了真实的人类

世界遥 马克思说袁人总是真实的尧具体的人袁而不是抽

象的人[29]遥应当杜绝忽视作为人的学生个体的野费尔巴

哈倾向冶袁警惕数字化引发教育萎缩遥

野新教育学冶的问题本质袁首先在于使用绝对化的

自然科学观看待人文社科现象遥作为教育学范畴的教

育技术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袁采用极端自然科学方法

观照作为人类活动的教育教学现象袁否定了教育现象

的人类性尧社会性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袁混淆了人与物

的本质区别遥其次袁混淆了学科基本结构关系袁将下位

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技术层面的内容当作大教育学袁以

教育技术学代替了教育学袁严重窄化了教育学遥 野新教

育学冶充其量只是教学方法或者教育技术研究遥最后袁

野新教育学冶出现严重的教育技术化倾向遥现代教育不

是一个纯技术概念袁而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袁其本质

是培养全面发展个人的教育[30]袁现代教育绝不是将教

学过程各要素技术化遥

世界上有两种现实袁一种是野客观的现实冶或野实

在的现实冶袁即未加工过的尧活生生的现实曰另一种是

野主观的现实冶或野理论的现实冶袁即经过加工的规律性

认识[31]遥 现实总要通过一定的理论形式呈现出来袁也

只能通过对规律的认识来把握袁 在现实中思考理论袁

在理论中研究现实遥任何事物都没有理论本身更具有

实践性袁 真正卓越的研究由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而

成遥在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袁无论从实践出发袁还是

从理论出发袁二者会殊途同归袁最终的结晶都可形成

普遍性认识袁实现理论抽象遥 教育技术不仅缺乏理论

修养袁也缺乏实践经验遥由于缺乏具有深度的尧广阔的

人类认识阈袁即便是客观规律就摆在眼前也会熟视无

睹遥由此袁教育技术经常无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袁也就

把握不住现实遥 此外袁教育技术工作者由于缺少亲自

在中小学上课的教学体验袁对中小学实际情况的认识

主要来源于道听途说或蜻蜓点水式的野听冶和野看冶袁有

野闭门造车冶的现象遥 因此袁虽然教育技术本应与实践

亲密接触袁但实则并不了解实践曰另一方面袁即便是接

触了实践袁由于缺乏理论能力袁便无法认识实践遥 可

见袁教育技术与实践相处得并不融洽遥

四尧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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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律而提出的指导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遥教育技

术规律是客观存在于人们意识之外的袁无论被反映与

否袁如何反映袁如何表述袁它都客观存在袁绝不由人的

主观臆断和创造而产生遥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

遵循基本原则去揭示教育技术规律遥

第一袁基础理论研究需倡导理性遥在黑格尔看来袁

理性是一种具体的尧辩证的思维袁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袁

只有理性才能揭示万事万物的真相[32]遥 理性亦是一种

推理能力袁包括对事物正反两方面的认识[33]遥 在研究

某一事物时袁只有了解了事物的消极方面袁才能真正

做到全面尧深刻和具体地把握事物的本质遥同理袁也惟

有达到理性认识阶段袁明晰了技术的负效应袁才能有

效和合理地发挥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遥理性受文化影

响而具有多元性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遥 那些看起

来丧失了理性的人袁也愿意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遥 因

此袁在教育技术领域中袁认识某一个理论尧观点尧方法

或某一项技术袁都应先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遥理性使

人具备有效选择达成目标的工具的能力[34]袁做到野不贰

过冶袁即不在同一处犯同样的错误遥 理论起源于人类对

理性的追求袁由于长期忽视理性袁或迷信盲从袁或存不

正当欲望袁使得教育技术的理性之光不甚明朗遥 开展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袁 就是以理性去战胜当下吹

嘘尧狂躁和虚妄的学风袁使研究者在不断的追问与思

考中享受理性反思所带来的愉悦袁在把握和建立自身

与教育的关系中实现思想性的获得和建设性的重构遥

第二袁基础理论研究要直面现实遥马克思认为袁现

实是人的现实袁其核心就是实践[35]遥 基础理论研究不

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袁而应关注现实袁评判现实袁以理论

指导实践才是基础理论的旨归遥最高的理论就是能在

现实中实现的理论遥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对现实的观

照袁不应被虚幻的现实尧脱离现实的尚未达到理想状

态的技术水平所蒙蔽袁而需关注当下的尧活生生的教

师和学生袁这才是真正的现实遥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

究应在批判现实中寻找未来的出路袁使理论成为被改

变了的现实遥 如果看不到理论是现实的一部分袁理论

就不能成为现实遥而不能成为现实的理论袁就不能野被

消灭冶遥消灭了理论袁就会使理论与现实相融袁理论才能

真正得以永生遥 教育技术中那些一直存在袁且一直不

能化为现实袁一直没有野被消灭冶的理论袁实际上是一

种玄虚的尧欺诳的尧无用的理论遥然而袁野光是思想力求

成为现实是不够的袁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冶[36]遥

教育技术现实也应反省自身袁使现实经验与教训在辩

证法的逻辑理路中上升为超越现实的思想袁从而重新

审视现实的理念与观点袁也就获得了接续发展的理论

指南与现实可能遥 总而言之袁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不

仅要立足现实袁力求超越和引领现实袁又要立足理论袁

力图将理论化为实践袁直至达到有原则高度的教育技

术实践遥

第三袁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是批判遥 批判不是头

脑的激情袁而是激情的头脑袁批判既要有激情更要有

理性遥 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袁不是简单的驳斥和一

味的否定袁真正健康的尧良性的和科学的批判中蕴含

了否定与肯定尧摧毁与重构尧澄清与划定的辩证统一

逻辑袁是为了达到野理解中的扬弃尧超越中的保有和否

定中的肯定冶[37]袁是为了使人不抱臆想袁理智地思考尧

行动和建立现实遥而自我批判则是为了苏格拉底式的

野认识你自己冶遥批判源于问题袁野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

不是答案袁而是问题冶[38]袁没有问题袁批判就失去了针

对性遥当下教育技术领域问题百出袁却反思不足袁这是

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野阿喀琉斯之踵冶遥真正的理论从

来都是批判现实的袁对现实的无批判的理论与无理论

批判的现实一样都令人胆战心惊[39]遥 无论是面对泊来

的还是原创的教育技术理论尧概念尧方法尧工具袁都要

勇于怀疑遥 怀疑是批判的起点袁表面上怀疑是一种否

定袁但实际上却是在寻找更深层次的内涵袁寻找不能

怀疑的前提袁因此袁在怀疑中袁否定成为积极的手段袁

成为新思维前提的开拓者[40]遥 技术越先进袁批判就越

迫切遥 野理论引起一种内心的净化袁这种内心的净化导

致人的改过自新袁导致一种有益的精神转变遥 冶[41]在教

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中袁研究者应关注教育中技术的

负效应袁 让受到技术主义绑架的师生意识到被绑架袁

不被虚假所蒙蔽袁最终实现师生的技术自由遥 从事批

判和站稳批判立场是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

的学术使命和人格力量的展现遥

第四袁基础理论研究应与时偕行遥 世上万物都处

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之中遥 毋庸置疑袁技术尧教育和人

类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尧 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袁三者关系将越加复杂遥 技术对人

的影响正由浅入深袁 已从物质层面渗透至精神层面遥

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袁技术的本质就

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42]遥 如果人的本质能够

同技术的本质相等同袁那么技术的未来便是人类的未

来袁关注技术的发展就是关注人类的未来遥 教育技术

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不可抱残守缺袁因循守旧袁需开

放包容袁兼收并蓄遥充分关注人类技术发展状况袁倡导

工具适应教育袁而不可让人野削足适履冶袁并采用多学

科尧多领域尧多方法尧多视角有益和有效地推进和深化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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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范畴

范畴是根据对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所得

的高度性概括遥 讨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问

题袁可使教育技术研究具有清晰的针对性袁为学术研究

建立体系或框架袁为研究者思考和确定研究主题遥从理

论范畴的科学类型出发袁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范畴

由本质论尧发展论尧关系论尧价值论尧方法论等构成袁各

部分之间相互区别袁相互联系袁并作为整体发挥作用遥

第一袁本质论研究野是什么冶的问题遥 它主要关注

教育技术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袁揭示教育技术的本

质袁寻找教育技术的基本特征袁本质论主要解决教育

技术内涵问题遥例如袁教育技术是一种生命存在袁还是

精神存在袁还是物理存在袁还是信息存在钥亚里士多德

说袁野一切事物都各有其耶是爷袁但其为是各有不同袁有

些人假借言语的机巧以耶无是爷为是冶[43]遥 对野教育技术

是什么冶的回答众说纷纭袁没有绝对权威遥对教育技术

本质论的探索袁还关乎教育技术的形态尧功能尧学科性

质尧学科基础尧理论基础尧理论框架尧学科信念尧知识构

成尧话语规则尧研究对象尧研究任务尧基本问题尧研究问

题域等内容遥

第二袁发展论研究野何以是冶的问题袁包括研究教

育技术走向野成其所是冶的历史袁以及其中的发展规律

和未来趋势遥 研究教育技术历史就是研究其萌芽尧生

长尧形成及变化的过程袁涵盖了教育技术从何而来袁何

时而立曰学科相关概念的起源与演化曰理论与技术的

生成尧消亡尧更替和传承等问题遥 此外袁教育技术发展

中的规律关系曰教育技术未来发展应研究的课题等也

是发展论的研究重点遥 在研究教育技术走向野是冶袁获

得一种野存在冶身份而成为野此在冶的过程中袁教育技术

也是在显现自己袁展现其本质遥 在理解教育中某一技

术的本质时袁要将其置入特定的存在背景袁理解其背后

的历史条件遥这样袁可以以史为鉴袁思考未来遥可见袁本

质论与发展论的研究问题相互交织袁 二者具有了同一

性遥研究野我为何成为这样冶袁不仅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袁而且对研究者也有重要意义遥

第三袁关系论研究教育技术内部及与相关事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袁 最终聚焦于教育技术的内外关系上遥

内部关系主要表征为事物内部结构的关系袁外部关系

主要为事物与其他事物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袁二者密切

关联袁内部关系决定着外部关系的存在袁而外部关系

也制约着内部关系的演变[44]遥 教育技术的内外关系袁

不是臆想物袁而是客观存在遥 尽管有时这些关系难以

被认识尧被描述袁但仍然是事实遥教育技术的内外关系

孕生于也孕生着教育技术事物袁 关系在不断地形成

着尧存在着尧发展着和消亡着袁这是一个动态和循环往

复的过程遥 具体而言袁内部关系包括教尧学和用的关

系袁教育技术与教育者尧受教育者及教育活动诸要素

的相互关系袁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关系袁教育技

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袁教育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关系袁教育技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遥 外

部关系包括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袁教育技术学与其

他学科的关系袁教育技术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袁教育技

术与社会的关系袁教育技术与科学技术尧政治尧国民经

济尧文化的关系等遥

第四袁 价值论反映了教育技术对社会和人的功

效袁以及社会对教育技术的需要尧对教育技术的评判

和态度遥 它回答教育技术应该如何的问题袁是对教育

技术的价值性认识遥人们总会对事物作出一定的价值

判断袁进行理性追问袁因为人是价值的存在[33]遥 价值判

断的依据是人们已经存有的价值观遥 毫无疑问袁教育

技术本身就内含着教育价值袁对教育技术作理性探讨

能够阐明其教育意义遥对教育技术某种可欲价值的合

理性质疑尧辩护和理解袁可作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

进行教育技术价值研究的思想前提遥教育技术基础理

论研究中的价值论研究至少涵盖教育技术的广义价

值和狭义价值尧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尧教育技术的两

面性尧教育技术的异化和外化尧教育技术价值观尧教育

技术对社会和人的功用等问题遥 具体而言袁还包括怎

样的教育技术是有效的袁怎样的教育技术符合时代要

求以及选择怎样的工具能够达到教学目标遥技术无政

府主义尧技术乐观主义尧技术恐惧主义和技术控制主

义[45]等观点对研究者全面思考教育技术的价值问题

也大有裨益遥

第五袁方法论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

法遥一般而言袁对世界的基本看法直接影响了观察尧研

究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遥教育技术的方法论与研究

者的教育观尧教师观尧学生观尧技术观相统一遥 教育技

术方法论探讨各种方法的性质和作用袁 以及方法之间

的相互联系袁并最终概括出有关方法的规律性知识遥以

教师或学生为中心尧轻视知识学习尧用机器替代教师教

书等问题虽然体现在实践中袁 但根源在于方法论出了

问题遥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区别与联系等

也属于方法论研究的问题遥 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可以在方法上相互借用袁但二者各有特殊性袁因此绝不

可生搬硬套遥 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并非畅通

无阻袁那种带有野还原论冶色彩的袁必须用自然科学方法

野彻底改造冶才能走向野精确冶与野客观冶的方法论袁使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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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声称袁野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冶[46]袁正是此

类错误的典型遥 如此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社科现象,反

而因自然科学方法的滥用导致社科研究丢失了野人冶遥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开阔的视野袁是一个

开放的观察系统遥 上述的研究范畴具有探索性袁并不

是标准答案袁主要目的是提出问题袁并力求使这些问

题是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袁以便帮助研究者从一般的教

育技术现象中再挖掘出无数的理论问题袁进而对教育

技术进行无穷的理论追问遥

六尧结 语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揭示教育技术的发展规

律及其本质内涵袁超越了具体的教育技术事实与经验袁

是在对教育技术现实与经验抽象尧概括尧总结的基础

上形成的理性认识尧普遍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遥 教育

技术基础理论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袁是理性力的充盈

与彰显袁有助于涵养研究者的学术定力袁纠正野市侩

化冶的短视和浅见袁练就慧眼袁明辨是非袁深谙野物质之

律冶和野人事之律冶袁由此对教育技术应用与实践产生

强效力遥在这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

代袁 在这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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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袁以野为社会而存在冶的学者担当和超脱困惑的纯

真尧虔诚的学者境界袁一心求取学术野真经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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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Basic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I Mang, YU Luyao

(Research Center for Basic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e

basic theory has not played its full academic role and achieve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it should, and it

has not attracted due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cademic field. Instead, the undesirable

performance caused by fav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ools and neglect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exists

in a large area and seriously affe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And the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 is that it misleads the cognition of teaching media in the whole education field.

The lack of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make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lose its fundamental focus,

resulting in chaos in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ield.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discipline's crisis and

overcome the discipline's obstacl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purpose is to giv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orker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appreciation of

value and the expansion of vision, to awaken their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the meaning, value, ideal, ethics

and behavior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exploring the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itially propo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scope of the basic theory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basic theory research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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