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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植到创新
) ) )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王嘉毅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移植、

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创新三个阶段。教学论学科在理论研究、促进教学实践的发

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参与教学改革的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前, 我国

教学论学科还存在着对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 对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

响研究不多, 教学论的应用、普及和中国化不够等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针对

我国教学改革的实践, 开展原创性研究,创新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普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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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学论学科不断发展壮

大,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教学理论,而且也对教

学实践的发展, 特别是教学改革的深化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本文将在回顾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

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教学论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探讨当前我国

教学论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展望未来

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教学论的发展经历了

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移植、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

和自我创新三个阶段。

(一)对国外理论的介绍与移植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极左路线和闭关锁

国,使得我国教育学术界对国外的研究知之甚少。

改革开放后, 人们渴望了解国外的经验和做法。

于是, 国外的教学理论纷至沓来, 其中包括皮亚

杰、布鲁纳、奥苏贝尔、弗洛伊德、班杜拉、赞科夫、

根舍因、罗杰斯、布卢姆、马赫穆托夫、斯卡特金等

学者的理论。国外教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不仅

开阔了多年被禁锢着的思路, [ 1] 丰富了我国教学

理论,也促进了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发展和教学改

革的深入。20世纪 80年代, 形成性评价、掌握学

习、需要理论、发现学习、教学与发展等,都成为当

时最为流行的理论, 并且在很多学校被广泛地应

用和实践着。

无论对国外教学研究的介绍, 还是对国外教

学理论的移植,都是多样化的。改革开放前,受意

识形态的影响,对教育理论、教育研究常常上纲上

线,比如对杜威理论的批评,对陶行知、陈鹤琴的

批评等,使得教育研究被严重禁锢,成为政治的附

庸,成为政策的注解。改革开放,使得我们既能够

全方位地了解国外的不同理论、不同研究,也保证

了将国外的不同理论在我国进行验证、试验,保证

了能够根据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这不仅促进了

学术的繁荣,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在对国外教学研究、教学理论的引进和移植

过程中,我国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也开始起步,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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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了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 定期开展学术

研讨,部分学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开

始招收教学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二)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反思阶段

自 20世纪 80年代末期, 随着对国外教学理

论的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和推广,再加上很多学

者到国外学习、交流,国外学者到国内交流,我国

教学论界对国外教学理论、教学研究逐步了解和

熟悉了。与此同时, 很多学者对我国教学理论和

教学研究进行反思, 我国教学论学科进入了反思

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论研究除了继续保持对国

外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的关注以外, 很多学者开

始探讨我国教学论发展的指导思想、学科基础、方

法论问题,以及教学论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问

题,并且这些成为当时教学论研究的主流。[ 2] 与

此同时,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

的关系、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等都成为人们探讨

的热点问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新世

纪来临之际,又与世纪之交教学论学科发展的思

考相交织,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反思阶段。[ 3]

对国外教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和移植必然会

引起反思。但反思的直接诱因, 一是教学论发展

的内部需要,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20世纪 80

年代,我国教学理论和教学研究伴随着对国外各

种理论的大量引进和移植, 出现了繁荣局面。在

这种情况下,教学论的专著不断出版,教学论这门

课程在各个师范大学也相继开设, 教学论的研究

生也开始培养, 这必然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

考:教学论是一门学科吗? 它的学科体系是怎么

样的? 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 基本范畴有哪些?

教学论的学科性质是什么? 教学论的研究怎样才

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 教学论与其他学科之间

是什么关系? 很多学者围绕教学论的这些基本问

题进行反思,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 5教育研

究6杂志开展了大型活动,邀请我国教育学科各个

领域的知名专家就教育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

反思、总结和展望。这在当时是教育研究领域乃

至教育学科领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经过了

多年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 经历了多年的打击

和禁锢,当时老一代教育研究工作者对于改革开

放、对于解放思想有着深刻的体会。这种反思与

其说是对教育研究的反思,不如说是对政治的反

思与期待。这些反思为今后的教学论和教育科学

指出了方向,对后来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反思是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 是学科成熟的重要

前提。

(三)我国教学论的自我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工作中在借鉴国

外理论、不断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教

学改革的研究与实验。到 20世纪 90年代中后

期,这些研究和实验不断深入、系统化, 也不断创

新,既针对了我国中小学的教学实际,又吸收了其

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使得

我国教学论学科走上了自我创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教学论的自我创新首先表现在教学研究

上。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的一些学

者就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小学教学实践的改

革与实验,到 90年代中期其逐渐成为教学研究的

主流,其中主要有发端于 80年代的整体改革实验

和情境教学实验,从 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体教育

实验,对全国中小学教学影响颇大的新基础教育

实验、新教育实验等。这些研究与实验,大都是专

家学者与中小学教师相结合, 在现代教育理论的

指导下而开展的,不仅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探索,

而且对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

是这些研究最初都是在教学领域中探索,后来逐

步对整个教育理论乃至教育科学产生了影响, 比

如情境教学, 后来发展成为情境教育, [ 4] 主体教

学实验发展成为主体教育实验, [ 5]新基础教育的

研究从最开始就立意较高,着眼于学校的整体改

革,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在教学领域产生

了重要影响,也对整个教育学术界和基础教育实

践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6]

除此之外,全国还开展了众多的各种类型的

学科实验、教学方法实验、教学模式实验等。这些

研究和实验从更基本的层面丰富了教学理论, 改

进了教学实践。

教学论研究的创新还表现为产生了一批具有

创新特色的研究成果。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

始,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王策三的5教学论稿6,李秉德的5教学论6,吴也显

的5教学论新编6等。这些著作不仅对已有成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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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总结,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形成了各自的特

色。其中王策三的5教学论稿6是我国改革开放后

第一本教学论的专著, 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成为教学论研究者和研究生的必读之书; 李秉

德的5教学论6, 以系统论的观点作为教学论的指

导思想,提出了我国教学论的基本体系,形成了自

身特色,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也得到了国外学者

的好评。[ 7]进入 21世纪以来, 教学论的新成果更

是不断出现,裴娣娜组织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

成员编写的5现代教学论6三卷本, 张楚庭的5课程

与教学哲学6、施良方和崔允漷的5教学理论 ) ) )

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6等也各具特色。
与此同时, 对教学论不同方面的研究不断深

入, 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比如教学认识论的研

究、教学论发展史的研究、教学思想史的研究、教

学与交往的研究、理解教学研究等。

  ¹  李定仁、徐继存主编的5教学论研究二十年6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对此有详细综述。

我国教学论研究的创新还表现为教学论研究

的范围不断拓展、领域逐步扩大。首先是教学论

研究者对课程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我国

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特别是以往我

国实施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课程政策,使得地方、学

校只是现成课程的执行者。因此, 对课程制订、课

程实施、课程改革的研究很少也很难得到关注。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的推进, 我国的课程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这为教学论研究者开展课程研究提供了条件。

因此,课程逐步成为教学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领

域之一,这不仅拓展了教学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

领域,也更有利于从整体上考虑教学,使得教学研

究、教学改革从更大的空间、更高的层面、更深的

基础上来考虑了。其次是教学论研究成果在教师

教育中的渗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教师是教学

论最重要的消费者, 教学论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

指导教学实践, 因此,教学论只有被教师掌握才能

发挥其作用。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

育的发展,教师对教学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参与

教学论研究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教学论逐步成

为教师职前教育、职后培训、在职学习的重要内容

之一;另外,教学论研究者也积极深入中小学并参

与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使得教学论学科的作用得

以大大发挥。

教学论的创新还表现在研究逐步深入到学科

的层面。长期以来, 我国教学论研究大多停留在

宏观理论和基本原则层面,更多的是一般的教学

理念,难以深入到课堂教学的实际,也难以指导不

同学科的教学。近十多年来,我国学科教学论的

发展较为迅速,相当多的学科教学论研究者既有

专门学科的背景,又有教育学的背景,从而能够将

一般教学理论与具体的学科特点相结合,使得教

学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学科课程、学科教学的

内部,这不仅增强了教学论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

用,也丰富了教学理论,促进了教学实践的改革。

二、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为教学论研究带来了自由探索的学

术氛围。这种自由探索不仅包括在理论上的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也包括教学论研究者可以深入实

践,大胆探索, 将自己的思想、理论等在实践中验

证、完善, 促进实践的发展。这使得我国教学论学

科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一)对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促进了教学改革的深入和

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特别是在教学论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

上取得了很多成果, 比如关于教学论的学科性质

问题,教学论的研究对象问题,现代教学论的理论

基础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在教学论的主要范畴

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比如关于教学或教

学过程的本质问题, 教学目的与教学目标、教学模

式与教学方法、理论与教学实践等方面。¹ 与以往

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教学论的研究在这些重大

问题上克服了简单的是与否、对与错、好与坏等二

元对立局面, 更注重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考察、认

识、把握教学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在教学

论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注重借鉴西方不同理

论的合理之处,注重对我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教学

思想的总结和吸收。

(二)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著作, 发表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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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影响的论文,丰富了我国的教学理论

除了上面提到的教学论著作以外,改革开放

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教学论著作, 比如王策三的

5教学认识论(修订本) 6, 董远骞的5教学原理与方
法6, 李定仁的5教学思想发展史略6,田本娜的5外

国教育思想史6,杨汉清的5比较教学论6等。特别

是近年来, 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辛勤耕耘, 成果丰

硕,有些著作在整个教育学术界也颇具影响, 比如

田慧生、李如密的5教学论6,吴康宁的5课堂教学

社会学6, 黄甫全、王本陆的5现代教学论学程6,杨

小微、张天宝的5教学论6, 张华的5课程与教学

论6,靳玉乐的5中国新时期教学论的进展6,石鸥

的5教学别论6, 王嘉毅的5教学研究方法论6, 盛群

力、李志强的5现代教学设计论6, 徐继存的5教学

论导论6, 蔡宝来的5现代教学论发展反思与构
建6, 李森的5现代教学论纲要6,张广君的5教学本

体论6,王鉴的5实践教学论6, 等等。

与此同时, 我国教学论研究者所发表的论文

在教育学术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叶澜的5让
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6一文,不仅在教学论学科领

域,而且在整个教育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

对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关

于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评价的改革等方面也发

表了重要论文, 无论对教学理论还是对中小学教

学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为教学论学

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

也是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后,我

国恢复了学位制度, 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条

件。教学论硕士、博士培养单位也从无到有, 从少

到多。目前,我国有资格招收和培养教学论博士

研究生的单位 14个,每年毕业的教学论专业博士

研究生有近百位; 有资格招收和培养教学论硕士

研究生的单位达 50余个,每年毕业的教学论硕士

研究生近千人。每年毕业的新生力量, 相当一部

分都充实到教学论的研究队伍之中, 大大增强了

教学论专业的研究力量, 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四)积极参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发挥学

术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促进了教育决策的民

主化、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教育改革的专业化

教学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与教

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重点和难点。使国家

的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合理,能够建立在教学论的

研究基础之上,这是教学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也是教学论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教学论研究的深入和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教学论研究者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大的教育决策, 参与国家教

育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

比如, 5义务教育法6的修订,一些教学论研究者参

与了其调研、论证和讨论工作;再比如, 5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纲要6的起草和课程改革政策的制定、各

个学科课程标准的研制、教材的开发等,都有一大

批教学论研究者的参与, 甚至是深度参与。教学

论研究者的参与,使得教育决策、教育政策的制定

和教学改革的实施, 都有了教学论的基础,发挥了

教育科研的作用。这不仅对于促进教学论学科的

发展、发挥教学论学科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也对促进教育决策的民主化、教育政策的

科学化、教育改革的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当前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学论学科深入研究,快

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无论从中小学教学实践的要求来看, 还是与发达

国家相比较, 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教学论的

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教学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研

究不深

当前,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 或者优先发展教育,强调教育公平等,

都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改革, 特别是课堂教学

改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怎样改革教学目标、

教学模式,以更好地使学生在牢固掌握知识的基

础上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怎样使学生的知

识、能力、态度和情感、价值观等协调发展? 在九

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后的今天, 普通中小学的教

学内容应该是什么? 怎样深化教学改革以提高教

学质量? 教育公平包括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

和结果的公平,教学过程中怎样保证公平,怎样促

进教学结果的公平? 怎样更好地开展校本教研?

怎样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素质? 当前, 教学评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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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约教学改革、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障碍, 怎样

深化评价制度、评价模式、评价方法的改革,使之

成为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的有效手段? 等等。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教学实践

的发展,也能促进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总体来看,

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不够, 研

究还不深。对教学改革中重大问题的忽视,导致

重要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难以产生,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论学科的发展。

(二)对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关注不够、研

究不多

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信息技术的

兴起及其影响。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影响不仅表现

在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也表现在

教学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方式、学习效果、师生互

动等方面。特别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远程学习、自由安排学习时间、自我考试评价等都

成为可能,这些对传统的教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是推进教学改革的有效手段。[ 8] 但近年来,教

学论学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不够。目前,我国

教育技术专业与教学论专业的分离还比较严重。

在英美等国家, 教育技术专业或者教育技术系大

多都设在教育学院内, 而我国教育技术专业或者

教育技术系一般都在教育学院之外独立设置, 而

大多数教学论的专业人员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有

限,这就导致了教学论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影响

研究上的欠缺。

(三)教学论的转化、应用和普及不够

教学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是应用导向的。教

学论只有被广大教师、学生以及教育管理人员、课

程与教材开发人员掌握了, 才能发挥作用。特别

是,教师是教学论最主要的使用者, 因此, 怎样使

教学论被更多的教师所掌握是教学论发挥作用的

关键和核心。[ 9] 多年来, 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大多

都在高等学校工作, 主要承担教育专业本科生、研

究生的授课,教师教育中教学论尚未作为主要的

内容,因此, 使得教学论普及不够,未被各级各类

学校的教师以及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等很好地掌

握,限制了教学论学科的作用发挥。

教学论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是教学论要通过

一定的程序、形式、载体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原则、

模式、资源等。但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对此关注不

够,比较重视建立各种理论、论证各种理论,强调

各种理论的学理性, 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相对

来说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忽视理论的转化。

理论的转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 是

理论指导实践的必要环节,也是一个独特的环节,

既要掌握理论,又要熟悉实践,既不能将理论变成

具体的处方,要求实践者严格遵守,也不能强制灌

输、生搬硬套。怎样使实践者掌握理论的精髓和

实质,从而在实践中自觉地以理论为指导,并创造

性地应用理论是关键。

(四)教学论的中国化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者十分关注

国外教学理论的发展, 注重对国外教学理论的介

绍、引进和借鉴。但在关注、引进、借鉴国外教学

理论的过程中还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 不能盲目

照搬、机械照抄。当前,总体来看我国教学论对我

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实践关注还不够,对教学

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研究不够, 对我国中小学创造

的先进经验总结不够、研究不够。特别是近年来,

伴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 各种国外的新理念、新理

论层出不穷,某种新理论被引进并在实践中推广,

校长、教师还没有掌握, 又有新的理论出台和推

广,使得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无所适从。在教学改

革中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 但必须从

我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改革的内容、研究的问

题、理论的基础等, 必须从我国中小学的实际出

发,必须以解决我国中小学的问题为目的,使得我

们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的

教学实践。

四、我国教学论发展展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我国教育发展与创新的

关键时期。我国将进入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

源强国转变的新阶段,进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的新阶段。这些

都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加强教学论的研究,提高教学论学科的

水平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教学论学科必须

紧紧围绕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改革的重大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的原创性研究;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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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学科的研究方法, 建立符合教学论学科特点

的研究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体系; 拓展教学论的

内容与范围,在研究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加

强对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类型学校教学

改革的研究;关注学生的发展及学习理论的进展

对教学论的影响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论的影

响;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将教学论学

科的研究成果及时向教学实践转化;建立实验、实

践基地,探索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

评价的改革,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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