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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教育学话语“生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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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教育学话语是教育学的表现形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教育学话语。教育学话语的转变往往意味

着教育思想、教育术语、教育概念的变换,但就实质而言,教育学话语的转变以教育问题为依归、以教育问题为导

向。教育学话语的根基深植于教育问题、教育生活之中,教育学话语的使命在于引领时代如何“言”“说”“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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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思想离不开语言,教育理论离不开话语。
教育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作为内容的教育理论

要与时俱进,同样的,作为形式的教育学话语表达也

要适时适势做好转换。以教育问题为导向,打造融

通中外古今的教育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

国在世界教育共同体中的话语权,展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教育学

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
一 教育学话语释义

人们的教育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自觉的人们

在改变对象之前首先要认识对象。教育学话语建设

也是如此,在构建教育学话语之前必须先认识、理解

话语,必须在观念层面把话语建构起来。
话语(discourse)是人类交往的前提条件,是主

体间沟通、对话的言语行为,即言说者和听说者在特

定语境中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思想或精神沟

通、观点或意义交流。论证、分析话语,懂得或真知

何为“语”“言”“听”“说”等是前提。《说文解字》曰:
“语,论也。从言吾声。”[1]45在古人看来,主动对人

说话叫“言”,回答他人的问话或者谈论事情叫“语”。
“语”之本义,即谈论、交谈。由谈论、交谈引申,“语”
被赋予了言论、话语、言语之意。简言之,“语”是交

谈,是将自己的想法与人交流、分享,将自己的情感

与人倾诉、诉说。正如《说文解字》所说:“直言曰言,
论难曰语。”[1]45“言”的本义,即为说话、说。言在人

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观念、
思想只有通过“言”以感性形式展现出来,才能阅读

和理解,才能变成指导人们行动的实际力量,从而转

化为现实。心者,思想、观念、意念也;音者,声也。
《礼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2]494言为心声,
意指言语是表示心意的声音。也就是说,言语是内

心的表达、心意的流露。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当

我们不是故意地遣词造句时,语言才是真实的。
………最有力的、最真实的、最坦白的语言是我们完

全成为自己并且熟悉事物时,自然流露出来的语

言。”[3]86-87反之,言不由衷,意指“话”不是依“心”而
“说”。“言”的底线是诚实地“说”,“说”真话,“说”言
为心声的“话”。“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

信,何以为言?”[4]1511诚实地、真诚地说话,即不要装

腔作势地“说”着自欺欺人的“话”,不要一本正经地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不要大张旗鼓地“说”着
“真”的假话或“假”的真话。“意”即是“心中之音”,
是人内心流露出的想法、愿望、情感。董仲舒在《春
秋繁露》中说:“心之所之谓意。”[5]365“意”反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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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而心中所感、所思、所想要通过“言”来表

达。不过,言往往也不能尽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

穷,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庄子说:“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

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376言的目的在于“得意”(表
达意思、领会旨趣),但言本身并非意。尽管言只是

字词的聚合、累积,却常常不能尽意,言却可以帮助

人们“得意”,正如蹄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兔一样。当

然,不能总是拘泥于“意”在“言”中,往往是“忘言”之
后方可“得意”,所谓“意”在“言”外。“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7]50的陶渊明,在领悟了难以言明的生

命真 谛 之 后,感 叹 道:“此 中 有 真 意,欲 辨 已 忘

言”[7]107。例如,教育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语”或
“言”的艺术,教育学理论一旦意尽言中,往往淡如白

开水,没有丝毫的味道。好的教育学理论,是教育学

理论工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因为“语”或“言”中
有很多不尽之意,需要读者去领会、去再创造。许多

教育学理论工作者借助“语”或“言”的魅力,在教育

学理论中婉转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以及情感,言不

尽意,有的“意”在“言”中,有的“意”在“言”外。因

此,只有真正懂得(听懂或读懂)教育学理论内蕴的

观点、思想,才能真正读懂教育学理论工作者的情

感。当然,“意”虽然玄妙,但并非与外物没有任何勾

连,“意”始终与客观的教育现实紧密相连,始终关注

教育现实,面向教育实践本身。例如,孔子“观”教育

则情满于教育、意溢于教育,“语”里“言”里总是既见

物又见人,既蕴思又含情,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即我

们所谓的“教育意境”。“听”,从耳斤声,意指口有所

言,“耳得之而为声”[8]209,“得声”即是“听”。“听对

话语具有构成作用。语言上的发音奠基于话语;同
样,声学上的收音奠基于听”[9]190-191。“听”与“心”相
联,才能心领神会,才能“听话语所及的东西”。海德

格尔说:“我们在听话语所及的东西之际,也‘自然而

然’听到说出这种东西的方式即所谓‘表达方式’,但
这也只在于我们先行共同领会着话语之所云;因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依照话题所及的东西来估价人

们如何说出这种东西。”[9]191-192换言之,只有心领神

会“话语所及的东西”,我们才会认真聆听。“言与听

皆奠基于领会。领会即不来自喋喋不休也不来自东

打听西打听。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9]192。“心”不
至,“听”如耳边风,吹过即忘,更不能“听话语所及的

东西”。“心”不到,“听”的效果不仅会大打折扣,甚

至“不堪听”。之所以“不堪听”此“语”此“言”,原因

在于所听见的声音与当事人的心思、心情相悖。有

心,再小再微弱的声音也能听到,听到之后还会在内

心掀起波澜,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无心,哪怕就

在耳边嘶吼,也难以用心“听话语所及的东西”,更难

以听懂甚至道说“听话语所及的东西”。正如海德格

尔所说:“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
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作用。听和沉默这两种可能

性属于话语的道说。话语对生存的生存论结构的组

建作用只有通过(听和沉默)这些现象才变得充分清

晰。”[9]189“听”而后“说”、而后“话”。之所以“听”而
后“说”、而后“话”,在于人是一个“说着话者”。“是
人,这就是说:是一个说着话者。人是一个是与否的

说话者,只因为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说话者,是惟一

的说话者。这是人的荣誉同时又是人的需要”[10]84。
“说”什么或“话”什么呢? “说”或“话”所见、所感、所
思。除了“说”“话”之外,叙、述、陈都可以表示向人

说话的思想。如果细分,叙是叙说事情的原委、重在

次第;述是述说发生过的事情、说过的话,重在遵循

陈迹;陈是陈述事实,重在一一罗列;说则是解说事

物或者某个道理,重在解释,使人相信。“说”不仅仅

是谈论、言说、陈述,而且必须“说”明白、“说”清楚。
“话语通常要说出来,而且总已经是(有人)说出过

的。话语即语言。而在说出过的东西里面已有领会

与解释。语言作为说出过的东西包含有一种对此在

之领会的解释方式”[9]195。“说”,所以明也。
话语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现

实生活中的话语由语言和言语构成。话语在生存论

上即 是 语 言,“语 言 的 生 存 论 存 在 论 基 础 是 话

语”[9]188,“把话语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因为在(语
言)这一言词整体中话语自有它‘世界的’存在,于
是,言词整体就成为世内存在者,像上手事物那样摆

在面前”[9]188。语言是话语的物质基础,而言语是话

语的精神内核。言语所表达的观念、思想属于内容

要素,语言作为内容载体,其声音、符号等则是话语

的物质外壳。语言是言语的基础,没有语言,思想、
观念、意识、情感等不过是无法把握的人脑的机能而

已,“语言是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工具”[11]207。
没有言语,语言仅仅是无意义的字母、符号、图画、手
势、表情等,难怪“黑格尔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一堆符

号而已”[3]86。尽管话语结构由物质符号系统构成,
但不能把话语等同于语言,或者把语言当作话语。

08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话语构成环节主要包括,话语的关于什么(话语所及

的东西);话语之所云本身;传达和公布。“人们试图

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

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达’、‘象征形式’、‘命
题’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

类的观念都是人们依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9]190。
话语是对在世的可理解性的“赋予含义的”分解,“话
语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话语所谈的东西总

是从某种角度、在某种限度内说到的。任何话语中

都有一个话语之所云本身,也就是在各种关于某某

东西的愿望、发问、道出自身等等之中的那个所云本

身”[9]189。对“话语所及的东西”了解得越透彻、越深

刻,“话语之所云本身”才越准确,“事物的特性显露

在表达这种事物的语言特性上。对事物的了解愈深

入,其语言表达的水准亦愈高”[3]87。话语与语言究

竟是什么关系呢? “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
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

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

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

的”[12]53。福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即话语

不仅仅是语言,话语的内容比语言更丰富。语言是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人们彼此间的交往离

不开语言。语言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是相

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精神

遗产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传给我们”[3]85,但是语言只

是为话语的形成奠定物质基础而已,因为话语绝非

是无立场、透明中性的交往工具,其背后往往代表着

不同言说者的价值立场与利益诉求。“‘话语’……
一旦形成,便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具有特定的规制,
构建着特定的知识系统和价值体系”[13]267。话语不

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思

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这段话的

后半部分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福柯没有肯定话语

和言语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

就是言语,言语就是话语,它们都是思想的直接现

实、特定意识形态的表征。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
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

动的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
教、形 而 上 学 等 的 语 言 中 的 精 神 生 产 也 是 这

样。”[14]72

综上,教育学话语是主体通过一定结构的语言

符号传达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情感、教育意图

的言语。教育学话语是教育学言语,教育学言语就

是教育学话语,教育学话语与教育学言语都是主体

教育观念、思想、精神、情感的表达。
二 教育问题:教育学话语“生成”的起点

教育学话语的起点,直接关涉教育学话语的“生
成”。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
教育学话语的起点,决定着教育学话语“生成”的结

果。教育学话语“生成”只能从教育问题开始。马克

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

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

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

的呼声。”[15]289-290纵观中外教育史,无论柏拉图的

《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古代经典所畅

言的“教育学话语”,还是卢梭的《爱弥儿》、杜威的

《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近现代教育名著所言说的“教
育学话语”,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对当时当地教育

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表达”“言说”。
(一)问题:教育学话语的“入口”
问题是教育学话语的“入口”。教育学话语是基

于问题的存在,缺乏问题导向的“言”教育、“说”教
育、“话”教育等都是空洞的、无意义的。问题是对客

观矛盾的理性把握,教育学话语是对客观矛盾的理

性表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

矛盾,没有什么时候不存在矛盾。毛泽东说:“问题

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

有问题。”[16]839社会生活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

人类社会。所谓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
没有问题,和谐只是矛盾运动中的和谐而已,其实质

是“和而不同”。和谐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有差

别的协调、统一。差异造就了万事万物,“世界确实

是由差异构成的,但我们为了得过且过需要制造同

一性”[17]15。“不同”则使生活世界色彩斑斓,使人生

丰富多彩。正因为如此,福柯等人期望实现“一个完

全由差异打造的世界”[17]15。不过,尽管问题意味着

矛盾,但问题毕竟不是矛盾。矛盾直接存在于对象

之中,以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问题,就其形式来

说,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主体的意

识之中,以主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客观存在的只是

矛盾,把客观矛盾转化为主体意识中的问题必须善

于捕捉问题,并从现实问题中揭示出它的理论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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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即使面对同一现实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在主

体意识之中转化成问题。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理解

现实矛盾所在,才能构成所谓的问题,问题是对客观

矛盾的理性把握。正如劳凯声所说:“由于问题是对

现有事物的一种未能给予理性解释或未能采取相应

行动的认知状态,因此问题应属于未知领域。但是

未知领域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未曾意识的未知领域

和已经意识的未知领域,根据这一区分,问题应是我

们已经接触到、意识到并尝试回答、解释或者采取行

动解决的一个未知领域。就此而言,问题是介乎认

识的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认知对象,如果它完全处于

此岸,已被我们解决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如果它

完全处于彼岸,我们完全没有接触到、意识到,也就

不成其为问题了。”[18]就现实教育世界而言,问题贯

穿于教育发展全过程,差异、冲突、对立、转化不过是

矛盾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而

已。教育生活充满矛盾,充满着对立原则的张力,诸
如自由与控制、自我与他人、现实与理想、正确与错

误等等,无数的矛盾、冲突、两级性、压力和对立物,
恰恰是我们对日常教育生活的真实体验。教育生活

不仅充满矛盾,而且遍布问题,问题是介乎认识的此

岸和彼岸之间,被我们接触到、意识到、认识到并试

图回答、解释或者采取相应行动的这样一类认知对

象。因此,我们不要诋毁或试图否认这些问题、矛
盾、冲突,相反,我们应该赞美它们。正是它们给了

教育生活前进的动力、规范性的结构和道德的本性。
如果教育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那么就须对这

一问题的发问本身做一番适度的透视。只有先讨论

教育问题的具体内涵,才能使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与

众不同的“问题”映入眼帘。海德格尔说:“任何发问

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方

面而来的事先引导。发问是在‘其存在与如是而存

在’的方面来认识存在者的寻求。这种认识的寻求

可以成为一种‘探索’,亦即对问题所问的东西加以

分析规定的‘探索’。发问作为‘对…’的发问而具有

问之所问。一切‘对…’的发问都以某种方式是‘就
…’的发问。发问不仅包含有问题之所问,而且也包

含有被问及的东西。在探索性的问题亦即在理论问

题中,问题之所问应该得到规定而成为概念。此外,
在问题之所问中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这是真正的意

图所在,发问到这里达到了目标。既然发问本身是

某种存在者即发问者的行为,所以发问本身就具有

存在的某种本己的特征。发问既可以是‘问问而

已’,也可以是明确地提出问题。后者的特点在于:
只有当问题的上述各构成环节都已经透彻之后,发
问本身才透彻。”[9]6-7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问题、教
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既可能是“教育理论中的问

题”,也可能是“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既可能是“问题

中的教育理论”,也可能是“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我

们不但要善于发现现实教育生活、学校生活中的各

种问题,也要把现实教育生活、学校生活中的问题上

升和转化为教育理论问题乃至教育哲学问题,并从

教育理论层面审视现实教育生活、学校生活中的问

题。“教育理论中的问题”、“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等,
不仅是教育学话语“生成”的起点,而且是教育学话

语“生成”的动力源。因为,某个教育问题解决了,新
的教育问题又会出现。“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

新问 题 来 解 答 和 处 理 老 问 题 之 外,没 有 别 的 方

法”[19]265。发现、筛选、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实践

是无止境的,教育学话语的“生成”永远在路上。
(二)问题:教育学话语的“底座”
教育问题是教育学话语建构、“生成”的底座。

福柯说:“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

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

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

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

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
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矛盾作为它的历史性的

原则随着话语进展而运转。”[12]167教育问题是贯穿

教育学话语的生命线,教育学话语的“生产”始于教

育问题的发现,存在“问题”“难题”的教育世界,才有

教育学话语“生产”的空间。胡适说:“问题是一切知

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

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20]1“一
切 思 考 是 以 考 虑 一 个 困 惑 的 问 题 或 情 况 开 始

的。”[20]150教育问题是教育学话语的生长点。教育

问题“丛生”的时代,恰是教育学话语蓬勃“生产”的
时代、教育学话语日渐“繁荣”的时代。没有教育问

题,就没有教育学话语“生成”的空间;没有教育问

题,就不可能“产生”教育学话语。波普尔说:“语言,
问题的阐述,新的问题境况的出现,竞争着的理论,
以争论的方式相互批判,所有这些是科学发展不可

缺少的手段。”[21]140-141不仅科学发展如此,教育学话

语的“生成”也是如此。只有建基于教育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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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育学话语才是深刻的、深邃的;只有“寄生”于
教育问题“之内”,教育学话语才是接地气的、充满生

命力的。与此相应,只有把教育问题提升为教育学

话语中的“问题”,“问题”才是现实的。正如列宁所

说:“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谈论问题,因为现实

是不能抹杀的。”[22]120教育学话语是展开了的教育

问题,是对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理论的表达和“言
说”。教育理论由激情和热情熔铸而成,乃具有亲和

力和说服力的学问、具有温度和热量的学问,与孤僻

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无缘无涉;教育理论不是教育

生活世界之外的凌空蹈虚的“玄学”和自以为是的

“神话”,而是理与论、思与辩,或魂与体、灵与肉的统

一。正因为如此,教育理论才能在有限的感性具象

中,熔铸并彰显动人的教育生活哲理、鲜活的教育实

践探索、畅快的教育情感体验和崇高的教育理念之

美。教育理论发展、创新如果缺乏问题意识,既无法

指导教育实践,也无法引领师生的教育生活。“教育

学上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不仅向我们的日常生活挑

战,而且也需要我们作出反思性反应。……任何教

育学理论如果不提供一种应付日常生活中矛盾的视

角,就不会令人满意。通过鉴别和澄清教育生活中

的秩序化的与混乱的标准和矛盾对立面,我们就有

可能 找 寻 到 更 加 富 有 思 想 的 教 育 行 动 的 基

础”[23]61-62。简言之,教育理论在“举头望明月”时,
更要“低头思故乡”;在思接千载时,更要关注当下。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脱离了时代,任何教育理论都

会被架空,任何教育理论框架和概念表述都无法对

当下教育实践形成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
教育学话语“生成”于真实的教育问题,是对真

实的教育问题的言说。教育学话语既不是教育生活

世界之外的“言说”,更不是“时尚教育话语”的鼓噪、
“教育话语革命”的喧嚣、“西方教育话语”的流行。
教育学话语只有为师生乃至民众“喜闻”“爱说”,只
有经得起师生乃至民众的检验,才能“说”在当代、
“话”流传后世。教育学话语只有扎根于“在场”的教

育生活世界、置身于鲜活的教育教学实践探索“第一

线”,只有在教育生活的厚土里旁搜远绍,爬罗剔抉,
才能在探寻、研磨教育生活中发现、孕育教育学话语

胚芽,“生成”孕沙成珠、点石成金的“理想”教育学话

语。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思,
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

样。”[19]64教育学话语绝不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学校

管理者乃至师生头脑中主观臆造的,也不可能存在

于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之外,只能来自于现实的教育

实践、现实的教育教学探索,“生活、实践的观点,应
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4]49。教育学

话语与教育生活以及教育教学实践是相互缠绕、相
互勾连的,“话语与现实的关系是积极的,语言就其

为现实意义建构而言使现实有了意味,而不是说话

语与现实的关系是消极的,不是使语言仅仅涉及那

些在现实中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客体”[25]40。
教育学话语“生成”的大逻辑是问题逻辑,只有牢牢

扭住教育问题,紧紧盯着教育发展面临的难题、矛盾

乃至冲突,始终聚焦于“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深刻

理解“既有”教育理论乃至教育发展理论、教育管理

理论的实质,系统梳理教育传统,深入总结教育经

验,才能按照教育的真实面目及其发展情况来理解

教育、说明教育、解释教育、表达教育以及“说”教育、
“话”教育。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

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

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

实。”[14]76

(三)问题:教育学话语的激活、展开、表达

教育学话语是被激活、展开、表达了的教育问

题,也是被化解了的教育冲突、矛盾的一种教育理论

自觉。教育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

实际问题或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波普尔说:“我们

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它们或者是实

际问题,或者是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因此,我
们可以说,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

题到新问题的发展。”[21]291-292教育理论不是教育世

界之外的遐想,教育问题也不是教育世界之外的主

观臆造。“教育理论中的问题”既不是教育理论工作

者在头脑中的主观建构,也不是存在于教育实践活

动中的问题之外。“教育理论中的问题”是被激活了

的“问题中的教育理论”,是融通现实教育问题的一

种教育理论自觉。教育问题源自教育实践、教育生

活,扎根时代、源自教育生活的问题才是最有意义的

问题。相应地,只有直面教育生活、探寻教育实践过

程中的问题,教育理论才能扎根于大地。“在探求理

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

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

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

明的 问 题。这 些 问 题 完 全 可 能 起 源 于 实 际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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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1]297。另一方面,“问题中的教育理论”只有转

化乃至提升为“教育理论中的问题”,教育理论才可

能深刻、深邃。教育理论来自教育问题,但教育问题

只有通过转化乃至提升到教育理论的高度才能获得

合理的解决。教育理论对教育现实、教育实践的关

注,既不是“图解”教育实践,也不是给教育现实“贴
标签”,更不是为教育理论的合理性找寻论据,而是

把“问题中的教育理论”转化乃至提升为“教育理论

中的问题”,并给予深刻的理论解答。波普尔说:“我
们并非仅仅寻求一般的真理,我们追求的是有意义

的、有启发性的真理,追求能解答有意义的问题的理

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要寻求深刻的理论。”[21]62

离开了产生教育问题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教育生活基础、学校生活条件、师生生活处境,任
何教育问题都是空洞的概念,都是漫无目的的“猜
测”,都是学校师生乃至民众茶余饭后的“戏说”“戏
言”。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

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

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

只 有 从 这 一 基 础 出 发,这 一 历 史 才 能 得 到 说

明。”[26]12因此,教育学话语只有直面教育问题,“面
向事情本身”,才能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展现鲜

活的生命力,才能在“聆听远山的呼唤”的同时,静心

倾听教育实践的足音,“走进”“走入”师生的生活世

界、大众的灵魂深处。
教育学话语只有准确回应和理解时代教育主

题,表达时代教育声音,找出教育问题的根源,抓住

教育发展、学校发展的主要问题乃至矛盾,把握教育

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提出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和措

施,才能推动教育学话语的“生成”与“发展”。波普

尔说:“我们要提防在语言上解决或消除事实问题;
也就是说,要提防通过拒绝谈论问题那种过分简单

的方法来解决或消除问题。”[21]329直面真正的教育

问题,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教育问题过

程中推动教育学话语的“生成”。“‘面向事情本

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漂浮无据的虚构与偶

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

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

其为‘问题’”[9]33。教育学话语只有认真聆听时代

的教育声音,回应时代的教育呼唤,系统把握教育发

展历史脉络,探寻教育发展规律,不断创新教育学话

语,才能增强教育学话语的有效性和现实意义,增强

教育学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三 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学话语的“打开”方式

“中国教育奇迹”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性

教育事件,但其背后存在的“教育学话语贫困”,却构

成了当前我们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在一个需要教

育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教育理论的时代、需要教

育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教育思想的时代,我们应

该如何正确打开中国教育学话语呢?
(一)识别问题

问题是话语打开的方式,而精准识别问题则是

话语打开的正确方式。劳凯声说:“在发现问题方

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时时鉴别我们所发现的

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没被证明的不代表它一

定不存在,一定是假问题;同样的,已被证明的也不

表明它一定存在,一定是真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吊诡

之处。”[18]打开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前提,必须识破

“伪问题”误导下的各种话语陷阱。新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日新月异,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各种教育问

题也层出不穷。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生成”乃至构建

不可能将新时代特有的教育问题排斥在外,中国教

育学话语的“生成”乃至构建不可能离开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意识的牵引与支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的理论表达,教育学话语本质上就是将一系

列中国特有的教育问题及其科学应答作为自身“历
史出场”的路径方式。离开作为“原点”的中国特有

的教育问题,就不会有教育理论的“修于内”与教育

发展“中国特色”的“彰于外”,由此“生成”的教育学

话语必然只能沦为虚妄的空谈、“闲谈”。正如海德

格尔所说:“话语丧失了或从未获得对所谈及的存在

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所以它不是以源始地把这种

存在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自身,而是人云亦云、鹦
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话语之所云本身越传越

广,并承担起权威性。事情是这样,因为有人说是这

样。开始就已立足不稳,经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就变本加厉,全然失去了根基。闲言就是在这类鹦

鹉学舌、人云亦云之中组建起来。闲言还不限于出

声的鹦鹉学舌,它还通过笔墨之下的‘陈词滥调’传
播开来。”[9]196重视教育问题,并不等于教育学话语

的正确打开,因为教育问题有真、伪之分,教育问题

意识亦有正、误之别。找寻“真问题”,需要经历发现

教育问题、筛选教育问题、研究教育问题和解决教育

问题等一系列过程。不过,发现、筛选、研究、解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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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关涉问题的

每个环节,不仅受到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
而且受到主体特定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价值判断以

及技术偏好的影响。缪尔达尔说:“我们不能简单地

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来解决研究的客观性问题。相

反,对社会问题的每一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
都是而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

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绝不会有。逃避价值观

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有害的。我们的价

值观是与生俱来的,即便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也仍

然支配着我们的研究工作。”[27]15因此,以价值中立

发现、筛选、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看待教育问题的方式决定教育问题的性质。

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思潮迭起及其所带来的

空前冲击,无疑正是西方教育学话语主导下问题意

识长期推销和弥散影响的后果。从精心炮制的“普
世价值”到充盈着新自由主义底色的教育理论和实

践,“伪命题”铸成的教育学话语陷阱可谓比比皆是。
目前,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西方

中心主义”倾向,即通过利用“西方教育理论”对比中

国教育现实来发现“问题”,并赋予“西方教育理论”
中的先验理性、模型、观念等以最高优先权。我国一

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囿于自身学术背景和学科框架的

限制,只在自己设定的领地里“自说自话”,只在“人
设”的领域里“自言自语”,而回避教育现实中的问题

或故意隐匿问题,不仅导致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客观

实际,趋于僵化和窒息,而且在“假问题”上耗费大量

精力,教育理论丧失了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力、引导

力。此外,在教育实践领域,我们被一些“他人”制造

乃至自己制造的新概念、新术语所迷惑,继而在思想

上和行动上被它们所误导。例如,一些学校在学校

管理、办学模式、教育教学工作中总是先行制造或拿

来一个看起来、听起来很新颖、很时髦的概念,不管

其是否科学、合理,然后就把鲜活的学校管理、教育

教学实践“置”于该概念之下,并为该概念提供实践

注脚。面对种种“乱象”,如果我们不能对所谓的教

育问题进行有效甄别,便极容易被有问题的“教育问

题”蒙蔽和误导,在发现、筛选教育问题中“错把冯京

当马凉”,在研究、解决教育问题中“反认他乡是故

乡”。如此一来,真正的教育问题不但未能得到正视

和解决,反而“既有”的教育理论自信、教育制度自信

在“伪问题”的迷思下逐渐瓦解,“既有”的教育教学

优势在“伪问题”的误导下逐渐丧失,“既有”的教育

实践探索在“伪问题”的包装下逐渐失真。历史无非

就是教育问题的消亡和解决,教育现实也无非是教

育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

处的教育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教育问题、解
决教育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教育问题放在中国

的教育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教育现实对

表、随教育实践而动。因此,正确打开中国教育学话

语,必须坚持正确的问题导向,努力破除来自“伪问

题”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干扰,将“以我们正在做的事

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28]66贯穿于教育学话语建

构的整个流程,精准识别、把握、锁定教育发展过程

中的“真问题”,真正从时代的深刻矛盾运动中不断

萃取“生成”教育学话语所需的新鲜养料。
(二)批判精神与建设心态

如果说教育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

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教育

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教育问

题、推动教育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比仅仅批判更

进一步,则是我们不但要善于“破”,更要善于“立”。
推动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生成”,不是“为批判而批

判”,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精神与建设

心态的相得益彰。
正确打开中国教育学话语,必须基于批判性建

设的教育学话语“生成”逻辑。在漫长的人类教育历

史上,批判是教育思想进步的活水、教育发展的源

泉。没有杜威的批判精神,就没有赫尔巴特教育学

“三中心”(“教师”“书本”“课堂”)大厦的坍塌,就可

能没有教育世界的“真相”。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

最可贵的精神品质,“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

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9]22。在马克思身

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味。他既不是“书斋里的

学者”,也不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

人”[30]。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一直都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指引者、实践者,“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502。当然,在马

克思的语境下,批判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消极被

动的否定、解构,而是在自身内部呈现出十分自觉

的、鲜明的建设性和肯定性,“我要持批判态度,要严

格地以事实为依据”[19]74。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在一

定意义上即是一部基于批判性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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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生成史。恩格斯在《资本论》一书中将马克思思想

发展史形象地描述为“术语的革命”,并且认为“把现

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

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

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

是不同的”[32]33。因此,正如同“一门科学提出的每

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2]32一
样,中国教育学话语的正确打开也需要在批判性建

设的话语“生成”中不断打造出具有解释中国教育实

践、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教育发展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教育现象、教

育问题可谓车载斗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3]11的新时代,教育发展过程

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对教育发

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
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
判家”“怀疑论者”并不难,对照教育理想———“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现实的

缺憾俯拾即是。但是,复杂的教育矛盾、层出不穷的

教育问题不会因批判、怀疑自然遁形,教育公平正义

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

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

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教育学话语的“生成”,
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更需要“行不

行”“能不能”的探寻。马克思说:“任何现实领域的

纯粹理想性都只有作为科学才能存在。”[19]116教育

问题是此岸,中国教育学话语是彼岸,建设则是我们

通往中国教育学话语彼岸的桥梁。因此,我们不仅

要做提出教育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教

育共同体。
(三)构建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学话语

教育理论是逻辑思维产物。由阐释逻辑向问答

逻辑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教育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

转变,而且意味着教育学话语“生成”方式的转向。
教育理论是思想逻辑。教育理论把教育思想条

理化、逻辑化。教育思想源自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的不断“追问”,在持有“追问”的沉思中寻求教育智

慧。“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如

若答案毕竟可得,那它必在于一种思想的转换,而不

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34]67。教育思想有三

层境界:有点教育思想、富于教育思想、创新教育思

想。教育理论因有点教育思想而闪亮;因富于教育

思想而“富态”丰满;因创新教育思想而优雅崇高。
不管教育思想处于何种层次或境界,都是推动教育

发展的动力。“说”教育理论即“说”教育思想、“话”
教育道理,并不只是“写材料”。其次,教育理论是实

践逻辑。教育理论的真理性往往靠科学验证,教育

理论的正确性则依赖教育实践。海德格尔说:“树深

深地扎根于大地。树因此茁壮而茂盛,向着天空之

祝祷开启自身。树之耸立得到了召唤。它同时测度

着茁壮成长的狂热和滋养活力的冷静。大地的滞缓

生长和天空的慷慨恩赐共属一体。”[35]15教育发展道

路、教育发展方针、教育发展规划等都由教育实践赋

予教育理论,因此,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成为必

然,教育理论与教育现实交流、与教育实践对话成为

应然。当然,在教育理论不断“趋向”“走进”教育实

践的同时,教育实践也应不断“走近”教育理论,“理
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 光是思想力求

成为 现 实 是 不 够 的,现 实 本 身 应 当 力 求 趋 向 思

想”[19]117。再次,教育理论是历史逻辑。教育理论

的“大脑”总在“教育思想”中,“双目”注视着教育实

践,“双脚”则站立在历史这一厚实的大地之上。恩

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

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

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

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

规律修正的。”[36]603教育理论因教育历史、教育传统

而厚重、敦实。如果没有教育历史“作料”、教育传统

“兜底”,教育理论只停留于“遐思”乃至“猜想”,那
么,这样的教育理论无疑是“有纲无目”“有骨无肉”,
不仅让人触摸不到教育理论的历史感、厚重感,让人

品尝不到教育理论的美味、佳肴,而且让人丢失了解

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教育的智慧。雅斯贝尔斯

说:“历史……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

人类 的 生 活,由 此 我 们 可 以 理 解 人 类 的 所 作 所

为。”[3]56教育理论总是从教育历史的具象中抽象而

来,因体认古今而不失大地、因体验古今而不“乏
味”、因把握古今而“开新”。

教育理论由阐释逻辑向问答逻辑的转变,不仅

推进了教育学范式、概念、术语的“生成”,而且促进

了紧扣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话语的“生成”。教育理论

展现的问答逻辑,以教育问题为中心,从教育问题中

来,到教育问题中去,以教育问题性质和大小排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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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回答教育问题为主干,才能促进解决新时代教

育发展以问题为依归。相应地,教学概念、教育术

语、教育表达不仅成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工具,而且

凝聚着我们认识和实践的智慧。例如,实用主义教

育学从学校、教师和学生需要出发,构建起一套以问

题为中心的教育教学话语体系。实用主义教育学的

代表人物杜威将教育定义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

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持续不断的改造”。根据这一

定义,杜威提出了“儿童中心”“活动课程”“做中学”
等教育学话语。尽管问答离不开阐释,但与从教育

理论中来、到教育理论中去,以教育理论为准绳、以

贯彻教育理论为依归的阐释毕竟不同。教育理论回

归认识教育现实、解释教育现实、改造教育现实本

位,解答现实教育问题成为教育理论第一要务,教育

现实之问变成教育理论之问,教育现实之思变成教

育理论之思,教育现实之声变成教育理论之需,教育

现实之愿转化为教育理想蓝图。教育理论联系教育

实际、反思教育现实、超越教育经验的路径得到正向

通达,问答逻辑的主题主体像“平地起高楼”那样挺

拔耸立,教育概念、教育术语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勃

发,教育学话语随之如“翠竹节节高”般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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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dagogicaldiscourseisthemanifestationofpedagogy,existedineveryera.Most-
ly,thechangeofpedagogicaldiscoursemeansthechangesofeducationalthoughts,termsand
concepts.Butinessence,thechangeofpedagogicaldiscourseisbasedoneducationalissuesando-
rientedbythem.Thefoundationofpedagogicaldiscourseisdeeplyrootedineducationalissues
andeducationallife.Themissionofpedagogicaldiscourseistoguidethetradeofhowto“ex-
press”,“speak”and“depict”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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