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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丁念金

摘要 当前中国的校本课程决策负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其原因有: 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 深层的育人

需求;学校发展的需求。使命的主要构成有: 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 促进文化精神更新; 促进文

化的丰富化。履行使命的主要途径有:在校本课程中突出上述文化精神内涵; 重视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的

文化特性;整个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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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决策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 对教育的目

的与手段进行判断和选择从而决定学生学习怎样

的课程的过程,它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

价构成课程开发的完整的运作过程。当前我国中

小学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校本课程开

发,而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一个本质

区别是课程决策上的区别:校本课程的决策是在

学校层次进行的。广泛的学术研究者普遍认为,

课程与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课程研究

中的概念重建主义特别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 1]

作为当前中国情境下这种密切联系的重要方面之

一,校本课程决策应该载有重要的文化理想, 负有

重要的文化使命。

一、校本课程决策负有文化使命的原

因

在当前的中国, 校本课程决策负有极为重要

的文化使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如

下三个方面。

1.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

众所周知, 中华具有悠久而辉煌的文化发展

历程,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然后到后来, 中华

传统文化的发展几乎停滞下来, 到 19 世纪早期,

更是进入了龚自珍所说的 俄焉寂然,灯烛无光,

不闻余言, 但闻鼾声, 夜之漫漫, 旦不鸣 [ 2]的

衰世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全

面启动,这是 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运作下,全面

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 。[ 3]直到现在, 中国都在

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在创造着现代性文化。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大难题是中华文化的复

兴问题。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中西文化冲突

的过程。在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中, 中华传统文

化由于一直处于劣势,加上其它原因,中华传统文

化没有得到完满的传递,而是先作为一个整体发

生动摇,而后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十年的 文化

大革命 , 又致使支离破碎的中华传统文化濒于毁

灭。目前, 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

些碎片, 而正是在当前, 中华民族又面临新的背

景:一方面, 面临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文化

全球化中,西方文化居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如果中

国不复兴中华文化, 那么只剩下碎片的中华传统

文化就会陷入进一步消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在全

世界范围内,人们又尊重和追求文化的多元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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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复兴中华文化, 并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 复兴中华

文化, 正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严峻的

任务。

如何复兴中国文化呢? 关于此,学者们提出

了多种不同的主张, 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有: 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 论; 西学中源 说与中西文化

调和论; 东方文化 论; 全盘西化 论; 中国本体

文化 论;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论; 儒学复

兴 论; 西体中用 论; 综合创造论。笔者赞同张

岱年的 综合创造论 主张: 抛弃中西对立、体用

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 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

欧洲中心论的干扰,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

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

容的态度, 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

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本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发扬民族的

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

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文化。[ 4]当前, 在中国大力提倡校本课程

决策,这是课程改革中的一大创新。校本课程决

策正是文化综合创造的一个重要领域, 这个领域

在中华文化复兴上有着重要的使命。

2.深层的育人需求

课程的根本目的是育人。育人不仅包括浅层

次的知识技能传授, 还应该包括深层次的发展人

性。关于后者的重要性,我国台湾教育学家贾馥

茗强调: 教育要以发展人性为本。[ 5]要完成浅层

次的知识技能的传授, 通过一般性的教与学的活

动即可;而要在深层次上发展人性,则需要从文化

上着手。文化能够为人提供一种影响人的心灵的

情境条件, 使人吸收这种情境中的价值、精神,将

之内化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性,并发展智力。

人们经常说人是文化的产物, 就是这个道理。从

微观上讲, 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

是这个人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作用的结果;从宏观

上讲, 人性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进化的结

果。 文化, 虽然它本身是人所创造的, 但它使得

独特的人类心智的工作成为可能。学习和思维总

是处于一定的文化情境之中并依赖于文化资源的

利用。甚至个人在特性和心智使用方面的多样

性,也部分地归因于不同文化情境所提供的机会

的多样性, 尽管文化情境不是心智功能多样性的

唯一成因。[ 6]

3.学校发展的需求

当前, 我国正处于学校大发展与转型的重要

时期。而文化建设在学校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位置,这里的文化建设即学校文化建设。首先,学

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目标指向,因为,学校文

化是一个学校之质量品位的重要方面, 而且代表

着整个学校的形象。正如珍妮 奥克斯和马丁 利

普顿所强调的: 学校即文化。[ 7]从另一个角度

说,学校发展都要指向形成学校个性这一目标,而

学校个性的本质是文化个性 。
[ 8]
其次, 学校文

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为任何学校都

应该发展其特有的文化,而且学校各项建设都要

渗透一定的文化精神。再次,学校文化建设是整

个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 学校教育是

在一定的文化时空范围内进行的教育 , 学校文

化是一切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 。[ 9]那么, 如

何才能有效地建设和发展学校文化呢? 这需要多

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校本课程决

策。这是因为:首先,校本课程决策形成本校的课

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

的核心;其次, 校本课程决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过

程,它是学校行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的主要

构成

从中国文化的变迁、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

势以及校本课程决策在整个学校发展中的地位来

看,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最主要的构成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

素;促进文化精神更新;促进文化的丰富化。

1.协助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

如上所述,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总的来说

是要通过综合创造, 而这种综合创造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要传递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在此,

校本课程决策有着不可推卸的部分责任。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优秀要素呢? 这

非常复杂。我们认为,文化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

是文化精神,即人类社会生活中积淀起来的基本

的人类精神,这是一种文化的基本的气质和倾向;

二是文化形式, 即渗透了人类基本精神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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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行为形式、器物形式、制

度形式、思想形式、文本形式和社会心理气氛形式

等。中华传统文化优秀要素的传递, 当然也包括

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的

优秀成分; 二是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种表现形

式的优秀成分。其中, 最根本的是传递中华传统

文化精神中的优秀成分, 因为 文化精神是一种文

化的核心、本质 。
[ 10]
那么, 此中的优秀成分有哪

些呢? 对此,人们已做了长期的探讨。不过, 在探

讨过程中,人们的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人对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有人则

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较多地持肯定的态度;在对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优秀成分的分析概括上, 也

是见仁见智。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有

许多成分确实是消极的, 甚至是不健康的,但也有

积极成分。

其中最重要的积极成分是以 崇高 为最高价

值。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精神。如果说西方文化中

最高的价值是 自由 ,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

的价值是 崇高 。在此, 崇高 主要有如下含义:

其一,道德高尚;其二,受人尊崇、受人推重;其三,

地位优越。
[ 11]
对 崇高 的价值追求,是可以而且

值得传递的,因为, 崇高 可以成为一种永恒的价

值, 而且可以作为主导价值, 统领其他各种价值。

我们在校本课程决策中, 需要以 崇高 为核心,将

传统价值加以提炼、整合、提升,并融入新的要素,

形成一个积极的价值体系, 并将之传递下去。通

过这种传递,可以从根本上维系中华民族精神。

2.促进文化精神更新

当前, 中国面临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大任务。

首先,人类社会生活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因此文化

精神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而中华传统文化在漫长

时期内缺少变化和更新,中国早就需要更新文化

精神了。其次,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中西文化

的冲突之中,现在,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冲突,更积

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以此促进中华

文化的更新。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更新重

任,许多人士都已明确地认识到, 例如, 著名哲学

家俞吾金就从 启蒙的缺失与重建 的角度提倡这

种更新。
[ 12]
校本课程决策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起部

分使命的文化精神上的更新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

面:

( 1)更新最高价值的内涵。如上文所述,中华

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最高价值是 崇高 , 这是值得

传递的, 不过, 这种价值的传递不宜简单地进行,

而应该在内涵上加以更新。在传统文化中,崇高

的内涵主要有道德高尚、受人尊崇和推重、地位优

越等, 而今天, 我们应该做如下的更新: 首先, 将

道德高尚 完整化为以道德高尚为核心的人的整

个素质,因为人的素质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值得追

求的东西,它既能人成功地创造世界的素质源泉,

又没有不可避免的、根本性的消极影响,同时是每

个人都能追求并能获得成功的, 因此是创造美好

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 包含了世界上最高的真、

善、美, 教育的核心使命就是发挥人的潜能,创造

这种价值。[ 13]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

则是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 14]
这也是将

人的素质发展置于社会的核心。其次, 将 受人尊

崇和推重 大致分化三个方面的基本价值:一是普

遍化为 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这种本体性的价

值;二是 素质高而受人尊崇和推重 的价值;三是

贡献大而受人尊崇和推重 的价值。再次,弱化

或消除过去与等级化社会秩序相适应的 地位优

越 这一项内涵。

( 2)以 崇高 这种最高价值为主导,进行其他

文化精神的更新。这种更新工作是非常丰富的,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其一是人格观念的更新。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观总的来说是一种依附型人

格观,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和当代中国的物质生产、

社会秩序、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世界

范围内的时代精神, 中国应该走向一种独立型人

格观,这种人格观强调人的平等,强调个人的独立

思考、判断和选择。[ 15]其二是精神价值的拓宽。

精神价值包括真、善、美三大要素,在中华传统文

化中,对此三者的追求是被严重地窄化的:对真的

追求基本上被窄化为对 道 的追求,而对 道 的

追求又基本上被窄化为对人伦之道的追求;对善

的追求也基本上被窄化为对人伦规范及其义理的

追求;对美的追求基本上被窄化为对艺能的追求。

显然,这是需要拓宽的。其三是对待经验方式的

更新。本来,中国早期的文化在对待经验的方式

上是具有创新精神的, 尚书 盘庚上 中名言 人

惟求旧, 器非求旧,惟新 就是一个例子,但后来,

由于多种原因,创新精神变得很弱,在当今极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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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创新的时代, 必须对此加以更新, 强化创新精

神。其四是决策范型的更新。在决策范型上, 中

华传统文化精神总的来说缺乏民主精神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逐渐形成民主精神,当前中

国更是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而要真正建

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需要在整个决策文

化中强化民主精神。

3.促进文化的丰富化

美好社会、美好世界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丰富

的文化。尤其是, 现在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时

代 人类世 时代,在此时代,人类活动正成为

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
[ 16]
成为建设和创造

整个世界的重要力量, 人类文化既代表着人类的

精神、力量和成就,又正成为整个世界中重要的、

高品位的内涵。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以至美好

世界,就需要建设丰富的文化。校本课程决策应

该促进这一过程。

( 1)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文

化,总的来说是具有多元性的:中国文化的发生具

有多元性; [ 17]中国许多历史时期的文化具有典型

的多元性, 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

朝的初期和中期;当前,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多元文

化的时代。当今的世界也是一个普遍强调多元文

化的世界。学校的课程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促进

多元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近年来一直是一种世界

性潮流, 在当前也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 18]
在当前

的中国,校本课程决策具有这方面的使命。

( 2)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在多元文化的时代,

各种文化之间容易形成隔阂和冲突, 为了消除这

种隔阂和冲突, 增强各种人群之间的理解、交流与

合作,就需要实现跨文化的理解。因此,在教育领

域,人们近年来特别重视跨文化教育。例如,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6 年发布了 跨文化教育指

南 ;有些国家正努力在学校开发跨文化教育课

程。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

突,而且在国内又要时时面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

关系,因此, 跨文化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校本课

程决策应该注重这一点。

三、履行文化使命的主要途径

那么, 如何履行校本课程决策的上述文化使

命呢? 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其中主要的途径

有三:

1.在校本课程中突出上述文化精神内涵

课程中总是会渗透一定的文化精神内涵的。

在当前中国,为了使校本课程决策有效地起到上

述文化精神更新的作用,就需要在校本课程中突

出相关的文化精神内涵, 即:以 崇高 作为最高的

价值追求;树立和增强独立型人格观;拓宽精神价

值;增强创新精神;增强民主精神。这要体现在各

个课程要素上。首先, 课程目标中要体现这些精

神内涵,也就是说要将在学生身上形成这些精神

品质作为重要的预期结果。其次, 要在课程内容

中渗透这些精神内涵。再次,要在学习环境上渗

透这些文化精神, 使学生持续地受到渗透有这些

文化精神的环境的影响。第四, 要在学习方式上

要体现这些精神内涵, 例如, 为体现创新的精神,

就需要倡导和强化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为体

现民主精神,就要重视学生的自主性和自主学习。

最后,在学习评价中,一要做到上述文化精神内涵

在评价指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使评价过程

本身体现这些文化精神内涵, 例如,为体现民主精

神的内涵,评价过程要提高民主性。

2.重视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的文化特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课程决策本身是一种文化

过程,它有形成文化精神的作用。在校本课程决

策中,应该充分利用决策过程的这一文化特性,使

校本课程决策过程本身履行上述文化使命。尤其

要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 将校本课程决策与追求

崇高 联系在一起, 例如,校本课程决策的主体是

教师,在领导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决策的过程中,要

凸显校本课程决策过程中崇高的贡献意识、素质

提升意识, 因为校本课程决策不仅体现教师的权

力,而且要求教师提升其素质;
[ 19]
第二,在校本课

程决策中渗透宽广的真、善、美价值,并允许和鼓

励决策者们在校本课程决策过程中发展和表现其

各方面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 第三,鼓励校本

课程决策中的独立人格表现与发展, 如鼓励与专

家的平等对话,鼓励各个决策者的独立思考、判断

和选择; 第四, 将校本课程决策与创新联结在一

起, 强调决策中的各种创新, 包括创造属于本校

的、适合于特定学生的独特的、崭新的课程,以此

发挥和增强决策者们的创新精神; 第五,强调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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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决策过程的民主性, 例如,将各方面有关的人

员都吸收到决策中来, 如课程决策的参与者应该

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区代表、

学科专家、课程专家等方面的人员,要让这些方面

的人员都在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整个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

的文化使命

近年来,我国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是注重学校文化建设。很显然, 学校文化建设不

能孤立地进行, 而应该将学校方方面面的建设加

以考虑,其中要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

命。另一方面, 校本课程决策的文化使命只有被

纳入到整个学校的文化建设之后, 才能得到全面

的有效的履行, 校本课程决策行为本身也才具有

旺盛的生使命力。学校文化建设充分考虑校本课

程决策的文化使命, 主要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

在整个学校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校本课程决

策之使命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在学校文化的各个

层面更新文化精神、促进学校文化的丰富化。例

如,为了体现创新精神,就在整个学校文化建设上

也开展各种创新活动,以起到与校本课程决策 共

振 的作用,增强校本课程决策在创新精神形成上

的效果。第二, 在整个学校文化中, 加强 课程文

化 这个领域的建设。学校文化建设的宗旨之一

在于塑造学校形象, 而课程文化是能够代表学校

形象的重要领域之一, 我们应该加强这个领域的

建设,这主要是:从整个学校文化的视野建设丰富

的、高质量的校本课程,并使校本课程充分地体现

上述走向更新的文化精神和学校精神。第三,实

现课程文化与学校文化其他各个领域的整合, 形

成一种复合性、整体性的学校文化,使学校具有强

大的文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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