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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思想杜威教育思想
与学校变革与学校变革

教育学者曾对杜威有过这样的评

价：杜威对于美国以及世界教育的贡

献是什么呢？在教育史中，杜威继承

了一种长远的教育改革运动。这项改

革运动起自文艺复兴时期，从蒙泰涅

经过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直

到在欧洲起源而在美国发展的所谓

“新教育运动”，乃是一脉相承的。杜

威便是在 20 世纪中继承并发扬光大

这一运动的大师。他在这一运动中，

批判和校正了传统教育中的学究主

义、形式主义和严格主义，而在现代学

校中引发了更多的生气、更多的自由

和更多的实践经验。

在我看来，杜威教育理论对中国

教育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着意解决

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解决教育与社

会的脱离问题，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

即社会；二是解决教育与儿童的脱离

问题，强调教育即生长；三是解决理论

与实践的脱离问题，强调教育即经验

（实践）的改造、做中学、要有解决问题

的思维方法。

我们知道，杜威反对旧个人主义，

力倡新个人主义。他认为旧个人主义

是一种“倔强的个人主义”，重视“个人

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反

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控制；在著述中

尤其是《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中

他强调新个人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

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无情的竞争，要

强调社会责任心；重视理智的作用，高

扬民主精神和人道精神。

在教育理念方面，杜威认为当时

的教育无视儿童天性，消极地对待儿

童，不考虑儿童的需要和兴趣，以外在

的动机强迫儿童记诵文字符号，以成

人的标准要求儿童等。所以，杜威强

调“教育即生长”，要求摒弃压抑、阻碍

儿童自由发展之物，使一切教育和教

学适合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兴趣、需

要。当然，学校也不是对儿童放任自

流，而是反对教师中心，要求师生关系

民主平等。

杜威还强调教育应重视孩子的

动手能力，他对职业教育有很深刻的

理解：认为职业训练是教育上的革

新，职业训练要与学生的文化修养有

机结合，使从业者乐业并了解所从事

职业的社会意义。杜威指出，劳动受

人尊重，劳心、劳力的划分不应出现

在现代民主社会。这些观点都反映

了杜威力图通过教育改革社会的一

贯精神。

学习杜威的教育理论，对我们今

天更好地培养学生，推进教育现代化

大有裨益。

（作者系北京开放大学校长、教授）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杜威以“经验”为中心，对人类社会生

活的诸多重要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解

释，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洞见，产生

了广泛影响。

胡适在 1919 年《实验主义》一文

中这样写道：“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

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因为他把欧

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

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

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

的争论，一切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

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

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

可以不了了之”“杜威说近代哲学的

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究

竟是个什么东西。”

“经验的过程就是生活；生活不

是在虚空里面的，乃是在一个环境里

面的，乃是由于这个环境的。”杜威认

为，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

慧。无论是文化重建还是哲学重建，

他都依赖于对经验的重视和提升。

谈及杜威在教育中的卓越贡献，

都会提到他的科学方法和精神，他确

立的“五步思维法”隐含的就是一种

真正讲求科学的方法和精神。他从

不孤立、过于抽象地看待任何事物，

而是倾向于把人所面临的种种处境

看作是一个个问题，科学的任务就是

仔细观察、分析构成这些问题的种种

因素，理性地综合考量，从中求得解

决问题的思路，然后在行动中加以验

证，并尽可能做到精益求精。这与中

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有

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学生陶行知也

积极践行“知行合一”，体悟“行是知

之始，知是行之成”。

杜威认为，要想做真正的教育，

学校必须借鉴一些合理的经验，从而

让学生拥有丰富的经验。

在杜威眼里，经验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在有机体与环境互动中形成

的。所以，他除了关注有机体的天性

之外，还非常重视环境的作用，包括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他在创办芝

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时，亲自参与了第

一栋楼的设计。那是一座四层的石

头建筑，屋顶是瓷瓦，与整个大学的

建筑风格保持和谐。为保护隐秘性

和取得良好的通风效果，整个建筑坐

落在一个高出周围地面的平台上，侧

翼建筑低矮一些，有宽敞的四方院

子。整栋楼设置了先进的取暖和通

风系统，安装了便利的货用和客用电

梯；为了保持洁净，楼内使用的木料

都是上了漆的白桦，而不是其他板面

多孔的树种。这样的设计，在我们现

代人眼里都是绝美的建筑风景。

记得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建造了房屋，

但从那以后，房屋就开始塑造我们。

结合杜威的经验论和校园建筑

理念，我有一些感想：在校园建筑中，

我们应当在建筑的选址、建筑物内设

施的布局、功能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国

家标准，切实把孩子在校园内的生活

和在社会中的生活协调起来，帮助他

们获得更好的人生经验；让学校成为

学生生活和成长的场所与优秀文化

的发源地。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1894-1904 年，杜威在美国芝加

哥大学任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

三系主任，其间还兼任教育学院院长，

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他还和

妻子一起创立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

校，但后来因学校归并问题辞职离

去。1904-1930 年，他来到纽约哥伦

比亚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

1919 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

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在我国

演讲、宣传他的教育理念，介绍他在教

育教学中的实践做法。

杜威一直关注学校教育，他有几

个基本考虑：教育理论的实行必须有

支持的机构，学校是最好的选择；传统

学校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对学校进行

改革；实验学校只是一个对理论加以

检验的中心，不具备可复制性。

杜威学校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其

社会基础。在 19世纪，当时工业化和

城市化正在推进，社会扩大规模生

产，加速人口流动。随着报刊的大量

出现，知识的增长速度加快，学校不

再是学生唯一获得知识的场所；随着

科学的发展，重视实验成为科学研究

的基本特征。那么，学校如何应对这

种新变化？

杜威主张运用科学方法把哲学、

社会学、心理学统一起来，并运用到教

育和学校方面的研究。他十分强调人

与环境的关系，认为人与教育的关系

是一个整体，教育影响人，但人并非被

动地接受影响。他十分反对学校教育

中儿童生命的浪费和知识的灌输，提

出学校教育必须厘清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儿童与学校的关系，教育是使儿

童适应学校，还是使学校适应儿童？

二是儿童与学科的关系，如何使分科

的知识教学与儿童的完整生活结合在

一起？三是儿童与社会的关系，学校

是服务儿童，还是服务社会？

1896-1904 年，杜威在自己创办

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进行实践并深

入研究。一方面想运用自己的学科知

识，检测和发展教育哲学，另一方面想

做基础性实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

进。在这所学校，他做出了与传统学

校不一样的举动：不同于年级制，学校

不分年级；不进行班级教学，学校进行

分组教学；与注重考试和分数不同，学

校没有考试、没有分数，注重专家引

导，定期召开家长会讲述自己的教育

思想。

这样一来，杜威实验学校彰显了

自己的特色：社会性，强调儿童的协作、

协调、分享和社会责任；现代性，强调学

生学习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为未来生活

做准备；教学的问题性，强调通过问题

驱使儿童设定任务，激发他们的好奇

心；儿童的中心地位，学校工作的中心

是儿童的发展而不是教材，儿童的发展

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性发展。他一再

强调，学校要由学科、教师中心转向儿

童中心，务必要研究儿童个体。

在杜威眼里，学校是社会的中心，周

边才是家庭、社区、商业和社会。学校要

为儿童的生长提供条件，提供真实的生

活。所以，他一直提倡学校是小型的社

会，学校课程、学校生活要与校外社会生

活相结合。

今天讨论杜威教育思想的现代价

值，我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是：要关注学

校教育内部的关系，学校不仅关注教

学，更要关注儿童的整体发展；要注重

学校体制建设，合理的体制才有利于

儿童的发展，否则浪费儿童生命；要重

视学校实验，因为教育理论的产生是

思辨和实验检验的结果；要关注学校

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学校与儿童发展，

要把握好学校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

变的时代特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杜威学校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 郭法奇

【要关注学校教育内部的关系，学校不仅关注教学，更要关注儿

童的整体发展；要注重学校体制建设，合理的体制才有利于儿童的发

展，否则浪费儿童生命；要重视学校实验，因为教育理论的产生是思

辨和实验检验的结果；要关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学校与儿童发

展，把握好学校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变的时代特征】

思想峰汇 今年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100周年。在21世纪的

今天，杜威的教育理论有哪些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月23日，杜

威来华 10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办。专家、学者、教师围绕“杜威

教育思想与学校变革”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观点分享。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

主义的集大成者，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一生著作很多，涉及科

学、艺术、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代表作《哲学之

改造》《民主与教育》等。

杜威教育理论的现实意义
□ 褚宏启

【杜威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着意解决了三

个重要问题：一是解决教育与社会的脱离问题，强调教育即生活、学

校即社会；二是解决教育与儿童的脱离问题，强调教育即生长；三是

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脱离问题，强调教育即经验（实践）的改造、做中

学、要有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以“经验”为中心的杜威教育思想
□ 赵秀福

【要想做真正的教育，学校必须借鉴一些合理的经验，从而让学

生拥有丰富的经验。经验的过程就是生活，生活又与环境密切相关】

杜威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我

们作为教育人并不陌生，如“我们在教

育中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在

这里，儿童是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

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教育过程

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

的目的”“教育即生长。生长只能有

一个目的，更多地生长。教育只能有

一个目的，更多的教育”。基于杜威

的这些观点，我国教育理论界有人认

为杜威是“教育无目的论”者，认为他

谈到的教育没有终极、固定的目的，

他所理解的教育目的一直存在于一

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杜威的“教

育目的论”？

追溯历史，“目的”从词源上说，

“目”即眼睛，“的”即箭靶的中心目

标，两字相合，表示的是用眼睛瞄准，

射中目标。在谈到教育目的时，如果

将之看成是动词，那么杜威的许多重

要思想和理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理

解和阐述，而不至于被误读。

对于“教育目的动词化”，我们可

以理解为：

非静止，非终点，非外部的强

加。为什么要强调“教育目的”的动

词观？因为其首先否定的就是“静

止”的观点。这一点，尽管没有多少

人愿意承认，但事实上我们多是这样

做的。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标

准，比如学生一上学就陷入了这样一

个圈圈：小学须考上多少名，中考须

考进某某高中，高中须挤入某某名

校，之后将如何如何，父母早就设计

好了，子女需要做的不过是“执行”而

已。这种静止评价式的教育目的，优

点显而易见。但预先设好“静止”目

标的后果却需要孩子一辈子去承担：

一是这种外部的强加，给孩子带来的

结果是思考力和创造力被日渐蚕

食。除了学业上的进步，家长或教师

很难有“吃惊”的时候，因为“按部就

班”已成为他们的生命逻辑。二是这

种思想唯结果论，让过程显得不再重

要。三是生命多样性的平衡状态被

完全打破。本来孩子有可能是某方

面的天才，但在预设好的教育目的

中，凡是“无用”的东西都会遭到打压

或舍弃，结果让孩子原本立体化的生

命姿态渐渐压缩成某种扁平化、单极

化的发展维度。

非生而就有，非遥远，非抽象。

杜威说“所确定的目的必须是现有情

况的产物。这个目的必须以对已在

进行的事情的研究为依据，还应根据

所处环境的各种力量和困难”。这种

“动词观”放到教育中，也就是说其目

标不是生而就有的，在对象不同、情

况不同、环境不同的状态下，盲目制

定所谓目的，不仅很难说可操作性如

何，甚至对学生来说也可能是种戕

害。进一步说，我们的目的不是遥远

的和抽象的，而应立足于当下环境之

中，用一个个具体可见和贴合个性的

阶段目标来渐渐达成教育的职责。

教育要设置具体情境，而且是“跳一

跳可以摘到桃子”的，既有亲和力又

具体；教育要注重个性，尊重孩子的

意志和需要，立足实际，通过对目标

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我们的教育要放低身段，认真

地问问孩子：你们还需要什么，我们

又能提供什么？

非固定，非统一，在运动中调整

改变。杜威认为，教育目的应该是在

调查学生目前的经验状况之后产生

的，同时还需制订一个试验性处理计

划，并经常考虑这个计划，但是当情

况发展时，就改变这个计划。总之，

这个目的是试验性的，因而当它在

行动中受到检验时，就会不断地得

到发展。他所谈到的教育目的是无

终极性的，不是非得固定、非得统一

的。联系到杜威强调的教育环境，

“民主”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下贯

通、利益趋同、信息透明。大家目标

一致，相互激发、相互协同，以促进

步。所以，整个教育就会朝着鼓励

人、发展人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因刻

意地寻求统一性而失去创造力，因

寻求固定性而失去发展力。因此，

我们帮助学生进行人生规划时，要

坚持“志存高远”，眼界高了，心气足

了，自然就不会计较一时之得失；但

在教育规划上，却要求低、求近、求

实，甚至还得求慢，要回到具体的场

景和具体的学情中，制定一个可以

陪孩子共同“成长”的“目标”。

由于“目的”是变动的，是来自学

生内部的，是具体的，是当下的，是灵

活的，我们的教育才能永葆生命力。

而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所对应的，

也并非是我们想当然的“教育有目的

论”；他真正所指的“无”，是针对静止

的、终极的、外界的、强加的、统一的

“有”而言。他真正反对的是这些。

所以，如果非要给“教育目的”强加一

个明确的说法，那就是“生长”（生命）

和“发展”（经验）。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高中教师）

杜威“教育目的论”之我见
□ 邱 磊

【由于“教育目的”是变动的，是来自学生内部的，是具体的，是当

下的，是灵活的，我们的教育才能永葆生命力】

（本报记者吴绍芬根据“杜威先生来华10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论坛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