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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今天，大家都相信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之为“创新能力”的卓尔不凡的东西，它能够带来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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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代社会的特征。在熊彼特所说的发展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看起来微不足道或无足轻重的地
方，可能蕴含着真正惊天动地的力量。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以创新的社会性为基础的教育创新理论，
也就是建立一套有关可持续的教育创新行动的共享框架的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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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创新的“群众性研究”在某种意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的东西，它能够带来有明确的社会价值的创造，

上已经泛滥成灾。但即便在相对专业的创新文献

现实社会迫切需要这种创造。这样，事情的关键

中，哪怕“创新”概念本身，仍是一个没有得到认

就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为有创新能力的人提

真清理的问题。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是将创新理

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方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

解成某种“创新能力”的产物，而创新能力又被认

的独特作用。创造性因而被等同成了技术性、工

为是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与国际竞争的必需品。

具性的存在，也因而被理解成了某种永远具有创

更为精致的观点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兼顾过程与环

造性的东西。这样的研究不能很好地理解创新的

境因素，但最终都只能将创新归结于个体，甚至

社会性质，并导致我们在教育创新问题上过度依

归结为个体的某种特定时刻。总之，大家都相信

赖技术性要素。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与这样一些

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之为“创新能力”的卓尔不凡

理论立场与政策实践对话。下面我们主要从熊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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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 Ａ．）的经济发展理论出发，来

满足的显存状态，改变事物和力量的相互关

开启这样一场对话。在我们看来，对创新的渴望

系，把某些东西组合起来和把其他一些东西

不仅是知识社会的特征，而且是整个现代社会的

拆散开来。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

特征。在熊彼特所说的发展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

产意味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东西和

绝对的鸿沟，真正的创新经常就是在这些细枝末

力量组合起来。每一种生产方法都意味着某

节之中产生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套以创

种这样的特定组合。不同的生产方法只有通

新的社会性为基础的教育创新理论，也就是建立

过组合的方式才能加以区别，即是说或者是

一套有关可持续的教育创新行动的共享框架的元

根据组合的客体，或者是根据它们的数量之

理论。

间的关系。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行为，都为我

一、从经济发展到教育创新

们体现了这样一种组合，对我们就是这样一
种组合。这一概念甚至可以推广应用于运输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关注到，在通常认为最

等等，总之从广义上说可以应用于称为生产

早（１９０７—１９０９ 年）从创新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

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企业本身，甚至

熊彼特眼中，经济发展或创新主要包括下列五种

对于整个经济制度的产生条件，我们都将看

情况：

［１］１７－１８
成是“组合”
。

１．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
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但事实上熊彼特用以解释经济发展或创新的
“组合”的概念并非仅限于此。不但技术意义上的

２．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

组合（工艺上的完善）不属于经济意义上的组合

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

［１］１５－１６
（看重的是经济利益）
，而且说到底，经济发

方法绝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

展或创新，在熊彼特看来，乃是一个不同于增长

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

或持续变化的过程，即所谓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

新的方式之中。

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

３．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

［１］７６
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
照此，

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

单纯增加某种产品的供给、使用某种方法持续生

以前是否存在过。

产、在某个新兴市场中持续经营、持续地依赖产

４． 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

品的某种供给渠道或者长期使用某种生产组织进

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

行生产，都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发展，尽管它们都

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能导致经济增长。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熊

５．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

彼特会将发展界定为那样一种能够产生新现象的

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
）
，或打破一

非连续性的组合，而不是那种最终可通过小步骤

［１］７３－７４

种垄断地位。

的不断调整而从旧组合中演化出来的增长。就像

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能包容于其
间的过程，并不像一般的人所想象的那样郑重。

熊彼特所说的那样：
只要是当“新组合”最终可能通过小步骤

哪怕进一步考虑到，熊彼特所要用以说明的乃

的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时候，那就肯

是：经济发展或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

定有变化，可能也有增长，但却既不产生新

函数”
，即“生产手段的新组合”
，就是要把一种

现象，也不产生我们所意味着的发展。当情

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况不是如此，而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

［１］７３，８９

引进生产体系中去

，人们似乎仍可以认为，

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以后，为

熊彼特只是用这样一个“组合”概念来表达某种

了便于说明，当我们谈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

“物质不灭”的思想。因为关于这种“组合”
，熊彼

时，我们指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所

特认为：

［１］７３
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并没

熊彼特之所以对创新作这种界定，乃是因为

有在物质的意义上“创造出”什么东西。……

他将“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确定为创新研究的

它总是这样一个问题：改变我们的需要得以

出发点。在这一初始状态中，尽管存在着一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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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有组织的国家，其中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

关注到创新行动背后的制度框架的意义，因而也

竞争居于统治地位，但由于在每一个经济时期中

就解释不了为何企业家在非交换经济条件下不可

发生的是基本上相同的事情，所以交换经济的机

能周期性地涌现。抛开制度环境这种创新行动背

制是以巨大的精确性运作着的。过去的经济时期

后的宏观结构不说，
“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与那些

支配着个人的活动，并且，所有以前的时期又使

最终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而从旧组合中演化出

他卷入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

来的增长作为组合的不同形式，事实上也不存在

把他牢牢地钉在他的轨道上。虽然各个家庭或厂

实质性的鸿沟。持续的增长虽然可能没有直接改

商赖以行动的经验数据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每

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它必然不可避免地改变经济

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墨守习惯的经济方法，只在

发展的环境与潜力。

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生产只能

因此，对我们而言，将创新仅仅归属于创新

实现在生产计划中预先见到的价值，不发生价值

者是没有必要的。与此相关联的是，像熊彼特那

的增加。没有一种产品能表明有超过其中所包含

样单纯强调质变意义上的“组合”概念也没有必

的劳动和土地服务价值的剩余价值。所有产品的

要，倒是像他那样在一般组合概念的基础上界定

价格，必须等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和自然两种服

创新行动是颇为可取的。考虑到质变与量变之间

务的价格。成本在本质上就是劳动服务和自然服

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更是如此。此外，熊彼特虽然

务的价格总和。整个经济制度在这一最完善的状

从哲学的意义上将一切变化归结为组合，但最终

［１］８－１３，３５－３６

况下都在没有利润地运转。

要从这样一

所强调的组合主要是对外部资源要素的组合，归

种无发展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就必须在工业和商

根结底是对土地与劳动的组合。而在我们看来，

业生活领域——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

知识创新、创新行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本质力

要的领域——中，发生某种对均衡的自发的和间

量对象化的创造实践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因

断的干扰，也就是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所能

此，将创新限制在对外部要素的组合之上的观念

支配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而实现这种新组合的

也可以被突破。而且，由于我们考虑的教育创新

人就是“企业家”
，他的职能并不包含去“寻找”

不仅仅局限于创新行动的层面，更为微观的要素

或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在那里，由

层面和更为宏观的结构层面也必然需要虑及，需

所有各种各样的人们丰富地积累起来，而且常常

要关注的也就更不应仅仅局限于“生产手段的新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处于去做的地位。

组合”
，而应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联合。这样一

企业家或企业家式的领导的职能就在于“做这件

来，我们就可以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将“教育创

［１］７２－７３，８２－８３，９８－９９
事”
。

新”界定为上述各种新的组合渗入 ／ 被纳入现实

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创造性地将不断创新与

的教育实践体系、从而导致其局部或整体被改组、

交换经济相关联，看到了经济创新对制度框架的

更新乃至被创造 ／ 生成的过程。当然，考虑到单个

依存关系，但还是存在着一个漏洞。他一方面试

的教育创新行动与可持续的教育创新实践之间的

图以此确立“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或企业家在经

差异，像熊彼特那样将作为一种社会性事件的创

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将创新界定成企业家特有

新界定为一种在类似于交换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对

的职能，将利润界定为“企业家利润”
；另一方面

均衡状态的突破仍不可超越。这样，我们就不需

又将创新与交换经济的均衡状态对立起来。而事

要像项贤明那样，将教育改革界定为“自上而下、

实上，
“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或企业家当然在经济

在某一宏大政策理念指导下的”
，将教育创新界

发展过程中起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但

定为“自下而上、适应当地教育和社会实际情况

那些在交换经济的均衡状态下存在的通过小步骤

的”
，并最终将教育改革从教育创新研究的视野

的不断调整而从旧组合中演化出来的增长，或者

［２］
中驱逐出去。
只是我们需要留意教育创新的内

那些已经创造出来但还未能被人们自愿抓住的机

部歧异。

会，以及那种能帮助企业家实现“生产手段的新
组合”的市场环境，还是在这一经济发展中扮演
了更为关键的角色。很显然，由于将需要分析的
东西当成了分析的前提，熊彼特在此还没有充分

二、教育创新研究的大背景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长期被主流经济学
排除在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革命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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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才重新发现了熊彼特，出现了很多追随者

新系统”可以被描述为“由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

和受其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循着熊彼特所开创

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开发——引者

的路径继续研究，并在一些方向补充、发展熊彼

注）
、引进、改进和传播都通过这个网络中各个组

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创新，既有技

［４］１
成部分的活动和互动得到实现”
。不过他本人

术创新的元素，又有制度创新的元素。但说到底，

认为这一概念的“优先权”应该归于瑞典经济学

他所涉及的技术创新只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意义

家本特 － 阿克 · 伦德威尔（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Ｂ．－Ａ．）
，而

上的，而且只是那种能带来企业家利润意义上的

该概念的思想源头则应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李

新组合，并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但一旦人们需

斯特（Ｌｉｓｔ，Ｆ．）１８４１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

要识别这种可能具有经济意义的技术创新，或者

［５］１２
民体系》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家创新系统

需要提高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就势必需要将所

的研究成果大量结集出版：伦德威尔主编的《国

有的技术创新都纳入研究范围，而且需要关注那

家创新系统：一种走向创新和交互性学习的理论》

些可能具有经济意义的技术究竟是如何创新的。

（１９９２）通过集中分析创新与交互学习，认为以追

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分化出了两条研究

求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厂商创新模

路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

型，其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试图发展一个

研究对象，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６］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美国哥伦比亚大

个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前，在“新熊彼特

学纳尔逊（Ｎｅｌｓｏｎ，Ｒ． Ｒ．）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

学派”的旗帜下，以美国为中心，一批学者从不同

一个比较研究》
（１９９３）
，对美、日、英等国家或地

角度对熊彼特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解说，

区的创新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和案例研

集中研究了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

［７］
究。
ＯＥＣＤ 在对多个国家的创新系统进行大规

关系、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等。第二

模的研究 “
／ 普查”的基础上，发表《国家创新体

个阶段是 ７０ 年代以后，一批学者研究了技术创

系》研究报告（１９９７）
，将国家创新体系界定为由

新的动力和来源，技术创新的阻力机制和环境因

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

素，技术创新的扩散，科技进步与经济结合的方

组成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

式、途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知识经济的相

［８］７－１１
产品而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
瑞典经济学家

关研究也栖身其间。制度创新经济学（在某种意

艾昆斯特（Ｅｄｑｕｉｓｔ，Ｃ．）则主编了《创新系统：技

义上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则重视社会制度、文

［９］
术、制度和组织》
（１９９７）
，并对创新研究中的

化环境和国家专有因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亦

［１０］６３－７９
系统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其时，道格拉斯 · 诺斯

在我国，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创新”一词还只

（Ｎｏｒｔｈ，Ｄ． Ｃ．）最先提出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

是偶尔出现在几个有限的教育领域，如思想政治

有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兰斯 · 戴维斯（Ｄａｖｉｓ，Ｌ．）

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以及教育理论等。当时人们

和诺斯在 １９７１ 年出版的著作《制度变革和美国经

还只是关注到这些压力重重的问题领域，创新对

济增长》中，研究了制度创新的含义、主体、目的、

改革的全面超越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到 ９０ 年代

特点等问题，成为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中较为系

初，这一范围开始扩大并深化。在教育思想的引

［３］

统的一部论著。

进、比较和挖掘，学科、教材建设，学校教育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技术经济学家

革实践等一系列相关领域中，创新作为一种政策

认识到，技术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

建议不断被提出。到 １９９７ 年，中国科学院在《迎

一个国家的特殊性相连的网络，因而开始使用
“国

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

家创新体系 ／ 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或

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ＩＳ）来描述这

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
，包括四个

一情况，技术创新经济学与制度创新经济学就此

基本系统：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

全面携手。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 ／ 系统概念是

［１１］
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
根据该报告，我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Ｆｒｅｅｍａｎ，Ｃ．）首先提出来

国实施了以“技术创新工程”
“２１１ 工程”和“知

的。他在 １９８７ 年出版的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

识创新工程”为核心的多项科技、教育计划和工

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中认为，
“国家创

程，在国家宏观层面，开始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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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战略布局。而教育创新的迅速提温，则与

辑。在那里，创新本身既不是一种目标，因为人

江泽民有关教育创新的三次讲话有着密切的关

们并没有明确的创新意识，它们主要的意图就是

系。①到世纪之交，教育中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作为

重复以往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一种

关乎“创新”的问题来讨论了。
“创新”本身也开

纯粹的结果，因为总是与传统紧紧地连在一起，

始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对“创新”
“教育创新”及

而且必须借助于传统才能自立。与我们后文所要

相关概念的分析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 ２００２—

说到的不同的是，这种创新也不是一种权利，因

２００３ 年，有关教育创新的文献更是比比皆是。

为很少有人有打破陈规戒律的权利，尽管韦伯

三、对教育创新时代的误读
透过已有的文献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逻

（Ｗｅｂｅｒ，Ｍ．）认为，不服从章程，而是由传统或由
传统决定的统治者所任命的个人，他的命令在两
种性质上是合法的：

辑：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科技和

１． 部分根据传统，传统明确决定着法令的内

信息革命导致了知识和经济的逐步一体化，知识

容，在传统所信仰的意义和规模上是合法的——

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社

如果超越传统界线，动摇这个规模，就可能对统

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第一推动力。在知识

治者本人的传统地位构成危险，因此存在着一个

经济时代，创新知识决定国家、企业的综合实力，

实质上受传统约束的统治者行为的王国；

而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则是国民经济增长

２． 部分依据统治者的任意专断，传统赋予这

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创新型人才培

种任意专断一定的回旋余地，这种传统的任意专

养至关重要。而教育是生产、传递知识并培养创

断，主要是由于恭顺义务的服从，原则上讲是不

新型人才的重要部门，所以教育本身应该首先创

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存在着一个实质上不受传统

新以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在教学层面，需

［１２］２５２
约束的统治者行为的王国。

要实施创新教育；在观念上，需要理论创新；在

然而在这里，不受传统约束的统治者行为的

制度上，需要制度创新。总之需要教育创新。在

王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的王国。就像

论述教育创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时，已有的文献

韦伯所继续强调的那样，
“在后一个王国的范围

主要从两方面立论：在理论上，是为满足知识经

内，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个人好恶和纯

济的要求；在实践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粹个人的专横，尤其通过送礼——‘收费’的源

成部分。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从教育的主

［１２］２５２
泉——换来的随意专断，给予‘施惠’
”
。由

体性及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创新的意义。

此可见，为所欲为的权力是由积累起来的仁慈和

但主流的思路还是从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到教育

恩情——当然也包括专横本身——支配的。因

创新，并因此而将教育创新工具化、技术化。

此，这是一个更为古老也更为守旧的王国。而“一

然而，即便不考虑这一点，仅仅这样将教育

旦他根据原则行事，那么这是一些实质的伦理的

创新放在当代背景中考察也是远远不够的。事实

公正和正义的原则，或者功利主义的适当性原则，

上，在知识经济出现之前的现代教育实践中，教

而不是——像在合法型统治的情况下——形式的

育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

［１２］２５２
原则”
。如果实行的是形式原则，行动者就

里的教育创新并不是以知识为基础。事实上创新

有足够的自主空间，但实质性的伦理原则极大地

也不是非得以知识为基础。熊彼特考察的经济发

压缩了这一空间。这样一来，这个看来更理智的

展 ／ 创新，就不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而是以

传统王国也不能带来多少创造性，它力图带来的

交换体系为背景的。说到底，创新乃至教育创新

也根本不是什么创新。事实上或多或少会出现的

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当然，作为单个行动的教育

创新也多是一种人们未期盼也未追求的无意演化

创新比现代公立学校制度建立的历史更久远。但
教育创新作为一种制度化价值或神话，却确实是
与公立教育制度的建立同步的。在此前的家庭教
育、私立教育和地方教育中，教育没有明确的创
新意识，教育创新本身也不属神圣之物。事实上
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创新遵循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逻

①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努力实施科
教兴国的战略》的讲话，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上的讲话《国运兴衰 系于教育 教育振兴 全民有责》和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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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根本没有取得对传统或专横生活的主导权。

社会容貌。器和道这两者之间，当然是以道

教育创新也是如此，始终只是实然之物而不是应

为本。③因此，这种经验的教育学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然之物，只是自然之物而不是为我之物。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在根本上依然是“基于传统的教育

因此，传统社会本身归根结底不是一个创新

学”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或者说，正

型的社会。各种亲密关系共同体，才是诸种社会

是共同体的共有传统使得我们就是凭借简单

行动真正的力量源泉。世袭而来的固定的身份地

的经验也能胜任教育教学。因此，这种经验

位，不容质疑的文化原典，以及凡物皆有其定位

教育学作为具体的教育策略不是单独起作用

的非交换体系，既限制了人的创新能力和欲望，

的。教师之所以能有效地传递知识、观念和

也维系着社会团结与安宁。日常惯例、亲族规范

文化原典，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的技

和仪式活动作为维系团结的基础受到尊重，改变

巧，而是因为他们有权威、合法性、可信性。

就意味着对既有体制的威胁。创新不但不受欢

在这里，即使教育者本身不可亲，不可爱，

迎，而且通常是危险的。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

即使教学本身很单调、枯燥（事实上经常也

社会的道德还压抑着人们在利益、行为方式、思

是这样）
，教育的过程也能够很顺利地展开。

想等方面的分化。如非实在有必要，即便技术创

因此，支撑教育教学的主要的东西是传统的

新也不是君子所当为。鲁迅 ８０ 多年前还在感叹：

力量，是身份的力量，是我们在传统共同体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

中的亲密关系和规范赋予我们以教育能力，

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

我们正是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能够让大家信服

①

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 传统社会的先哲们

［１３］１２８
的力量的源头。

在哲学上当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但那是和守

这种情况有时被理解成哲学上突破不彻底的

陈紧紧地连在一起的。那种创造在根本上也需要

结果。依据这种观点，古代社会如果能彻底与原

基于传统，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维持传统，抑

始共同体分道扬镳，它就能够更理性和自由地开

制对天生禀赋和神秘魅力的迷狂，为早已存在的

拓创新。但事实上即便看起来与东方初民社会相

世俗秩序提供一套更可靠的说明。而且对他们来

比哲学上突破得更彻底的古希腊，最终出现的也

说，人类的黄金时代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

不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社会。在那里，人们虽已开

除了传统本身所允许的任意专断外，任何真正的

始渴望过上一种理性的生活，但理性的实质，并

创新都难以立足。系统的自然演进和变法图强的

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为自然立法，也不是试图将

行动当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但都不是基于一个以

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或者通

理性或交换为基础的体系，而且也不是社会的常

过知识获得解放。可以说，尽管古希腊的文化以

态和共识，事实上也不能突破传统和权威的束缚。

理性著称，但理性的意义只在于使我们服从事物

笔者在论及古代中国的教育时就曾指出：

背后所隐含的秩序。正因为如此，
“人是万物的

正因为这样，虽已开始有一定的教育教

尺度”最终被“有理性能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学经验，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还不是这些技

所取代，古希腊的民主最终也只是一种多数人的

巧，而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

统治形式。知识在这里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创造性

权威、我们所教知识的权威，以及社会的文

的力量，只是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哲学或理论作

化传统赋予我们的那一套力量。就是这一套

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只是沉思，而不是建

力量，把我们和我们的弟子紧密地结合起
来。所以也没有听说你要成为私塾先生就要
先学《学记》
。
《学记》
《论语》这些东西当然
要学，但不是作为教育学来学的，而是作为
文化原典来学的。我们不是要学习其中的教
育教学的技巧，而是要学习其中的为人之道。
这就是“君子不器”②。具体的方法技巧的研
习非君子所为，君子一切一切的东西都要求
道，都是要改变人的整个品格、普遍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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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转引自：鲁迅：《鲁迅全
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②出自《论语 · 为政》，转引自：李泽厚：《〈论语〉今读》，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６１ 页。
③正因为如此，当听说太宰向子贡打听自己为何多才多艺
时，孔子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他还说：“我不试，故艺。”
（《论语 · 子罕》，转引
自：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２１９ 页。）至于“六艺”，应不在鄙事之列，因为它们本身不是纯
粹的技艺，而是大道的载体，也是培养君子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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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这种理性的追求也并非

不再是使人臣服于外在的铁律，而是按照自己的

古希腊日常生活的唯一特征，甚至不是其主要特

需要乃至美的法则来行动。生活也越来越世俗

征。在那里，教育依旧受制于那种带有强烈的传

化，现实生活的幸福不断进逼个人生活的核心领

统共同体色彩的“学团”
。此后，这种情形随着罗

域，经济的考量成为意义追求的绝对主题。但旧

马帝国的崩溃和公共教育的全面衰败而更加变

有的地缘、血缘、姻缘、宗教和忠诚共同体仍在

本加厉。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文艺复兴，西方的

不断困扰新出现的公共生活。必须有新的团结形

教育理论也很少有什么值得留存的东西。涂尔干

式，才能保护刚刚从各种身份体系中解脱出来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Ｅ．）就曾指出：
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史整个的这一阶段，

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中，创新必然从哲学问题变
为一种实践问题，并与内生的变革紧密结合在一

都只是惟一一种观念的相当缓慢、相当渐进

起，并逐步演化出熊彼特心目中那样一种作为创

的发展。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加洛林时代的

新体系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那里，才出现了

文法形式主义，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了随后那

企业家周期性云集的现象。而这种变动状态明白

个时代的逻辑形式主义——那是它在起源之

无误地首次出现的时代，即熊彼特所认为的那种

初就已经蕴含了的；助教座堂学校是怎样将

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大概就在 １９ 世

私人学校聚集到自己周围，进而合为一体，

［１］２３８－２３９
纪上半期。

然后通过逐步强化彼此维系的纽带而成为巴

与此同时，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黎大学的，其间从未出现过某种突然的转变

我们凭借自身的身份和权威就能够教育学生的简

或转向。诸如此类的持续变迁，绵亘了如此

单格局也开始慢慢地瓦解。教育慢慢地变成了一

漫长的时间，从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变得支

个需要精心准备、专门设计才能够实现、通行的

离破碎，以至于很自然地变得难以察觉。因

事情。教育创新由此应运而生，基于传统的经验

此，所有这些转型的发生都不曾引起同时代

教育学至少暂时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专业教育学

人的觉察。观念的推进是缓慢的、自发的、

理论大量涌现，教育学的科学化则作为一个时代

无所意识的，而对新浮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

使命渐次展开。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

觉察，也在某种日常的基础上决定了作出调

时的教育学与此前的哲学理论已全然不同，它不

整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都不曾想

再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而是一种实践理

到去预见即将到来的事态，制定一种通用的

论，面对的是当下的现实需要，致力于建设的则

规划，从而指点事态的进程。在这样的状况

是一个以人（乃至个人）为中心的世界。涂尔干以

［１４］１８９
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教育理论。

其惊人的洞察力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源自 １６ 世纪

而现代社会就不一样。在这里，社会结构越

的变化：

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分化，而身份体系对诸种

而到了 １６ 世纪，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人身权利的限制也越来越弱化。人生早年的共同

当时，学术传统不再沿循此前的线路继续发

体生活，已只是对往后社会生活的准备。人们最

展，一场革命蓄势待发。运动不再以平和而

终都要进入的那样一个社会，盛行的是一种分工

沉默的方式，继续遵循此前七百年间走过的

协作、相互交换和自由竞争的逻辑。在这里，伴

道路，而是突然转往一种全新的方向。面对

随着个人自由选择余地的增加，适应新的生活的

这些情况，再也不能听凭事情自发地保持正

压力也在急剧上升，而这种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

常的进程，因为恰恰相反，需要去抵御它们，

全新的基础之上。这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工作的场

阻挡它们的道路，让它们从头再来。需要培

所，亲族共同体的生活经验，与此并没有太大的

植一种对立的力量，以对抗人们的本能和已

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主要由他在职业上

经习得的习惯，这种力量只能是思想的力量。

的成就所决定，而不再由他的血缘、地缘、姻缘

由于他们所渴求的新体系不能单单指望当时

关系所决定。老人不再是知识的源头，传统也失

盛行的那种体系的重大转型来产生，所以很

去了昔日的荣耀，取而代之的证验性思维要求人

显然，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塑造这种新体系的

们面向客观的事实。知识不再是催人退居于内心

方方面面，然后才能够尝试把它转化为现实。

的虔诚信仰的根基，而是力量的源泉。其目的已

不仅如此，为了让它具备一种权威，可以确

·25·

教育科学版 ２０１４．３
保它被有思想能力的头脑所接受，仅仅是满

失去了教育的功能，教育中的每一个进步都被归

腔热情地宣扬它还不够，还必须加以确凿的

结于教育学的成功。教育学的发展迎来了自己的

证明，也就是说，再加上看起来可以证明其

第一个高峰——传统教育学登堂入室的时代。这

正当性的理由。一句话，必须确立一套理论。

种教育学虽然“传统”
，其实与此前那种强调“长

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会在 １６ 世纪突然看到涌

者为师”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的时代是针锋

现出一大批关于教育理论的文献，这在我们

相对的。专业的教育行动者而不是学富五车的长

的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拉伯雷、伊拉斯谟、

辈就此登上教育舞台的中心。而此后由于现代教

拉缪、比代、比维斯，还有蒙田，这里只是提

育学的发展，更是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教育家。

一些对法国特别有影响的人。这种文献迭出

教育就此进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

的局面的另一个实例，就得往后看到 １８ 世
纪，换句话说，看到我们教育理论方面第二

四、教育创新研究的局限

场重大的变革时期。这些学说的大量出现并

当然，新出现的教育学理论没有一种说自己

非巧合，当时出现“灿若星河”的一批思想家

就是创新理论。事实上它们关心的也是如何进行

也决非偶然。相反，我们的教育体系此时正

教育，而不是如何改进教育。或者更明确地说，

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危机，这就是危机的结果，

尽管它们谈论的都是对教育的一种新的理解，而

［１４］１８９－１９０
它唤醒了思想，创造了思想家。

且都试图引导教育创新，但它们关注的是教育的

当 然，１６ 世 纪 的 这 场 革 命 还 依 然 有 着 强

理想，而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这里的

烈 的 形 式 主 义 倾 向 与 贵 族 气 质。其 中 拉 伯 雷

一个深层假设或有关创新行动的缄默共识，就是

（Ｒａｂｅｌａｉｓ，Ｆ．）实际上只是从美学而不是实践的角

认为新的教育理想可以由行动者直接付诸实施。

度来看待知识，伊拉斯谟（Ｅｒａｓｍｕｓ，Ｄ．）也只是倡

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获得知识并不包括获得将知

导一种贵族化的文学教育，为了声名与荣誉而放

识传递给他人的技艺，甚至不包含获得确立这种

弃实效。这些倾向只能满足当时正在兴起的礼貌

［１４］１１
技艺的基本原则”
，更没有认识到实践过程

社会的需要，而在社会的其他群体中则激起了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决不是将理论应用

们的反感，并最终在蒙田（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Ｍ．）那里导

于实践那么简单。事实上，就像涂尔干所说的那

［１４］１８７－２４１

向一种教育中的虚无主义。

但就是这样

样，理论通常只是关注到了我们缺乏的东西，而

一个并非圆满的开端，开启了一直延续至今的这

“我们缺乏的东西，并不比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样一段教育创新的历史。事实上，礼貌社会的诞

更为根本，甚至还有所不及”
。简单地将理论应用

生本身就是社会分化的早期证据。正是从这里，

于实践，只能“满足我们那些一时兴起、较不重

整个社会都开始了自己的觉醒历程。就像涂尔干

要的需要”
，同时“不得不去牺牲真正根本和关键

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个人

［１４］２１
的迫切需要”
。
然而，前述教育学理论显然只

开始获得自我意识。他不再单单是整体当中一个

有“行动”的概念，没有“实践”的概念，或者说，

不曾分化的部分，至少在启蒙了的圈子里是这样。

它们只是试图在一个理想的情境中解决问题，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自己就已经是一个整体了，

本就不打算考虑现实的约束。因此，它们虽然都

他是一个有着自己面貌的人，有着这样的需要，

可称得上是新的教育理想，但对于如何使这些理

为自己塑造属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至

想扎根在现实的土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少曾经体验到这样的需要。而随着人们的意识越

正因为这样，这些理论都是普通的教育理论，而

来越个人化，教育本身也必须变得越来越个人化。

不是专门的教育创新理论，涉及的也都只是无障

从开始要求教育针对独立存在的、异质性的个人

碍条件下个人化的创造性实践。无论传统或现代

发挥自身影响的那一刻起，它就不能继续以笼统

教育学派都是如此。试图以这种普通的教育理论

适用的、同质性的、一致性的方式发展了。它必

引导教育创新，就必须依赖那些志愿行动者，而

须多样化；而要想做到多样化，教育者就不能还

且必须寄希望于至少在小范围内存在着一个相对

是与学生保持距离，而得接近学生，以便更好地

自由或宽松的环境。但教育长期都被看成一种私

了解学生，能够根据个人的多种性质，灵活调整

人事情的事实，使得教育创新中的这样一些问题

［１４］２７９－２８０
自己的行动。
传统至此被认为已是彻底

不会充分暴露。专门的教育创新理论看起来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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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必要，需要的似乎只是教育理论。
但专门的教育创新理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

的是专家权威。而“推广”环节则一般由有关的政
府部门尤其是州教育局进行，依靠的是行政权威，

步了。当涂尔干谈论法国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最

尤其当改革进展不顺利或遇到阻力时，行政权威

初是在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
，就是一种对教育理论与

便会明显凸显出来。

实践关系的元研究，一种对教育创新实践的理

２． 社 会 互 动 模 式（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性反思。当然，志愿行动者的改革实践（行动研

该模式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其理论基础是

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提出教育改革行动的

自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以来的社会合作主义和现

元理论问题。但他们显然没有及时走到这一步。

代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直到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对教育的大

其主要理论假设是：
（１）个人属于一个大的社会

规模的干预，非志愿的教师与学校被大量卷入教

关系系统，其改革行为受该系统的制约；
（２）个

改行动，教育创新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

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制约着他对新改革观念的

注目，理论——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

接受程度；
（３）改革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过

鸿沟，再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填平，专门的教育创

程，是人际关系的调整与组合；
（４）情意等非理

新理论才突然涌现。１９６１ 年，本尼斯（Ｂｅｎｎｉｓ，Ｗ．

性因素在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改革的动

Ｇ．）与本尼（Ｂｅｎｎｅ，Ｋ． Ｄ．）等人就曾合作提出了

力源泉。该模式的程序是：
（１）在人与人、群体与

改革的三种战略：经验—理性战略（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中产生了改革的设想与驱动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规范—再教育战略（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力；
（２）条件好、对改革敏感或行动迅速的群体

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和权力—强制战略（Ｐｏｗｅｒ－

或个人率先进行了改革；
（３）率先改革者进一步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分别强调科学知识的应用、态

影响了其他群体或个人，引发了更多或更大范围

度和价值观的转变及权力的合法行使对诸种改革

的改革；
（４）在这样相互影响中，改革迅速扩散、

［１５］
的 意 义。
到 １９６９ 年，哈 弗 罗 克（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Ｒ．

蔓延开来；
（５）改革的成效进一步强化了改革的

Ｇ．）更是通过检查 ４ ０００ 多项关于教育改革和其他

热情和动机，使改革不断升华；
（６）评价改革结

社会改革的研究，总结、归纳出了三种主要的改

果。这种模式的改革是非行政、非权威的，改革

革模式：

的动力来自人际关系的变革和人的情意因素的推

１． 研究开发推广模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这一模式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动。它的过程是一个自然沟通、传递、扩散、深化
的过程。

年代的美国。由于合作研究法案（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３． 问题解决模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的通过，１９５４ 年以来，美国建立了

是由广大学校教师创立的，是教师在教育实践的

许多区域教育实验室和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它们

第一线自行设计和实施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经常采用这样一套程序：结合过去的研究成果和

的改革。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自

有关资料，设计教育改革的过程与成果的原型，

由市场理论。自由市场理论坚持以顾客为中心，

不断检验修正，最后加以推广。其理论基础是理

顾客需要什么，市场就供应什么。其基本理论假

性主义和权威主义。主要理论假设包括：
（１）人

设是：
（１）教育教学的需要至上，这是改革的唯

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受理性支配，一个符合理

一价值目标；
（２）诊断、鉴别教育教学的需要或

性的改革方案总会得到多数人的欢迎；
（２）长远

问题必然是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步；
（３）外在因素

的周密的计划是必要的，尤其是对规律关系的预

的影响是次要的，不能因为其他干扰而改变改革

测，这是使改革具有科学性的基础；
（３）教育改

的针对性和完整性；
（４）自觉的和自主的改革最

革者有分工，又有合作，只要分工合理，合作得

有生命力和具体明显的效力；
（５）改革总是遵循

当，改革就能成功；
（４）改革如果以适当的形式，

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解决的程式向前发展。

在适当的时间、地方推行，那么，某些有理性的

该模式的程序是：问题（需要）—诊断—寻求解

人即使开始是被动的，也最终会参与的；
（５）在

决的办法—选择最好的方案—试验证明—评价

研究、发展上花较多的时间和力量，会在推广上

推广。整个程序过程都是由改革者自己进行的，

获大益。该模式的“研究”
“发展”环节一般是由

只是在必要时，向有关专家、机构寻求咨询或指

政府选定的有关学院或大学的专家进行的，依靠

［１６］９７－１０２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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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同一时期，那种响应教育创新的创造

非常片面的，主要是与创造行为密切相关的那

心理学也开始不断提上议事日程。当然，１９ 世纪

样一种直接环境。而且这仍只是从外行的视角

就有关于创造性的零星研究：如何界定创造性？

（ｔｈｅ ｌａｙｐｅｒｓｏｎ’ｓ ｖｉｅｗ）——实际上也就是常识的

谁有创造性？有创造性的人的特点何在？谁能

［２９］２４
视角——来界定创造性。
由于强调某种创造

从创造性中受益？创造性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

性结果，这种常识性认识仍将创造性多少理解成

［１７］２１９

增长吗？

但进展甚缓，也未受到太大的重

了某种卓尔不凡的东西，与将创造性理解成与天

视。直到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人们越来越

分如出一辙，因而仍有其致命缺陷，那就是难以

致力于发展出一个向变革开放的社会，创造性研

与实践的需要相协调。后者不断希望能培养创造

究才获得应有的意义与关注。但早期的研究主要

性，而这一概念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阻挠了这一

是把创造能力归结为天才。作为天才，创造性显

进程。而且这种基于产品 ／ 产出——而不是创造

然不是人性或人人皆有的天性的一部分，而只是

性人才本身的再生产——的创造性概念依然给那

少数杰出人士（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所拥有、在某

些具有创造才能的人本身设置了一道可能性边

种意义上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根据这种创造性

界：他们的创造性只能体现在物质或观念的生产

理论，如要推进教育创新，就只能想方设法将那

中，而不能体现在人或创造性本身的生产中。与

些由特殊材料做成的教师鉴别出来。这样，创造

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仍然基于那样

性的测量或创造性量表的编制，就成了问题的关

一些简单任务（如下棋）
，或者关注那样一些产生

键。吉尔福德（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Ｊ． Ｐ．）和托伦斯（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了特定的创造性结果——产品或观念——的人，

Ｅ． Ｐ．）的开创性研究——前者提出了发散性思维

而不是创造性人才培养这样一种复杂任务。而何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尤其是流畅性、灵活性、精

谓社会价值、何谓新颖性，在此也始终得不到妥

［１８］

致性和独创性在创造性活动中的重要性

，后者

善的界定。首先涉及的是评估的主观性问题：
“原

依此编制了创造性思维量表［１９］——就是在这一

创性与适宜性测量两者都有赖于评估终端产品或

领域中展开的。但这种将创造性理解为一种天才

［２９］
７
观念的判断的背景。
”
而且人们还逐渐认识到，

的“教育创新理论”包含一个内在的约束，那就

绝对的原创或新颖并非创造的必然特征，非得要

是：如果创造性的教师不能培养创造性的学生，

求绝对的原创或者群体内的公认，对于理解创造

教育创新也就与创新教育（培养创新能力的教育）

性显然是过于严厉了。

完全失去了关联，只能偏安于技术创新那一隅。

创造心理学研究中的下一步是从绝对方法

当然，这对当时的人们可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走向相对方法（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但也留下了遗憾。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很快认

这种转变其实从基于产品的创造性概念提出之时

识到，单纯考虑思维的品质并不能很好地鉴别创

就起步了——对天分的弱化本身就意味着创造性

造性人才，天分之外的诸多个人因素（尤其是认

培养的可能性。只是对创造性产品的强调在很大

知因素，如特定领域的知识、认知风格、创造性

程度上阻碍了创造性的培养，对环境的关注也经

思维的技巧，以及非认知因素如人格等）
、环境因

常导致将创造归结为机遇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素（如领导与管理风格、群体影响、激励与目标设

这一切又都是绝对方法的特征。与绝对方法特别

置、组织特征、文化规范、刺激或机会的不平等、

强调出类拔萃者的个人成就与基于天分因而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与过程因素（问题解决、信

基于机遇、来历不明但又具有普适性的思维品质

息处理或策略选择过程等）都影响到创造的成效。

不同，相对方法特别强调特定领域知识（ｄｏｍａｉｎ－

一种基于产品 ／ 产出的创造性概念（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或创造性技巧的作用。在这里，

ｏｕｔｐｕｔ－ｂａｓｅ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因 此 应 运 而

创造性实际上就被等同于专家智能（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

生。这种创造性研究或测量活动的基本思路是由

因为涉及知识或技能而不是思维品质乃至机遇或

果索因，即试图从那些产生了具有社会价值的新

天分，创造性就成了一件可熟能生巧、触类旁通

颖产品的人身上、活动中或周围，发现创造性的

［３０］２２
的事情。
这里的几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包括：

［２０］
［２１］３０－４３［２２］
［２３］４４－５２［２４－２８］

普 遍 特 征。

对天分的强

专家就是在某一领域中获得了更多知识的人，这

调由此开始淡化，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则使我们开

些知识是有条理的、结构化的；专家与非专家的

始领悟创新的社会性质。但这里的环境概念仍是

基 本 能 力 与 普 适 性 的 推 理 能 力（ｄｏｍａ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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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专家和非

本上也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可控系统，创造性本身

专家在工作表现上的区别是由他们知识表征方式

多少被理解成了一种超情境的东西，也就是说，

［３０］２３
上的差异决定的。
这样，创造性人才与非创

被理解成了某种永远具有创造性的东西。事实上

造性人才的区别，就成了专家与新手的区别。他

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专家智能具有两面性。积

们在根本上不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而只是分居

累特定领域的知识总是意味着我们在其他领域存

于人的生涯发展连续统——新手（ｎｏｖｉｃｅ）
、入门

在着越来越大的欠缺，个人出类拔萃的创造能力

者 ／ 生手（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学徒 ／ 生手（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熟练

与成就也容易对其他人的创造构成压制，而特定

工 ／ 熟手（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ａｎ）
、专家 ／ 能手 ／ 高手 ／ 行家里

领域知识的积累也只是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只能解

手（ｅｘｐｅｒｔ）
、大师 ／ 专家 ／ 老手（ｍａｓｔｅｒ）——的两

决被这些知识本身界定的常规问题，而且越来越

［３１］８１－１００
个不同的阶段。
这样，大部分的人就都有

只能以这些知识本身所界定的常规方法来解决。

可能成为专家，只要能在某一特定领域积累起足

因此，除非已有确定目的，否则不应将人局限于

够的知识或经历足够的实践，形成优化的知识结

特定的知识领域。因为专家智能在根本上可能是

构。这种相对方法破除了前人笼罩在创造性周围

情境依赖、因而对某些对象或问题领域可能是无

的神秘感，但心理学视角常见的个体主义的局限

效的。

依然存在：

５． 对过程的关注并未能从根本上将创造性

１． 尽管关注到了环境因素，而且环境本身也

理解成某种动态的、不断处于建构之中因而难以

逐渐被理解成了可操控或变更的东西，但心理学

言表的东西。我们总试图将影响创造的不同因

视域中的这种环境依然是非常直观、狭隘的技术

素——个人的、环境的与过程的——归并到创造

与工作环境。这样，环境因素本身并没有获得独

活动或创造性思维过程的不同阶段，从而确定创

立性，至少仍然是从属于专家智能的可控对象。

造过程的明确结构。这本身又是问题之源。创造

２． 对创造性成果的关注的影响仍在。创造虽

过程不可能有明确的结构。今天人们事实上已经

不再要求获得某种有社会价值的新颖成果（产品

承认，发现的逻辑就是发现过程完全缺乏逻辑，

或观念）
，而是可意指那种精通或熟练的问题解决

倒是验证过程处处有章可循。而试图揭示创造过

活动，但依然只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创造。根

程的明晰结构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为了将其结构

据这种理解，那种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历史阶段是

化、技术化，这本身与创造的本性背道而驰。我

没有创造性活动的，或者，执着的保存、坚守或回

们这样抓住的永远只能是创造过程留给我们的一

避是很难被认定为创造性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道残影或我们对于创造活动的惊鸿一瞥。依此去

将均衡状态看成没有创新的状态也存在类似的问

培养创造性，终究只能是依葫芦画瓢。

题。最终的结果只能将创新归结于个体，甚至归
结为处于某种状态的个体或个体的特定时刻。

６． 老想着创造性的定义和测量，老想在个体
身上鉴别出某种可以称之为“创造性”的东西，认

３． 由于将创造性等同于专家智能，创造性因

为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独立的、可称之为“创造

而被等同成了技术性、工具性的存在，创造过程

力”的特殊能力，这是不可能解决的伪问题。创造

因此也被等同成了运用专家智能创造性或有效解

性难道真是某种确定的知识、技巧、思维品质？

决问题的技术过程。这样一种创造的心理学探索

难道真的能在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间作出明确的

的只是个人何以能创造出有社会价值的新产品或

区分？这个世界难道真是结构化的世界，不同的

新方案，或者说，关注的是技术性实践，忽视了

结构承担不同的功能？创造性本身难道不是一体

那些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必定有某

两面的东西吗？

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介入其中。很显然，这种

７． 归根结底还是将创造性归结于个人乃至少

创造的心理学至今理解的都只是生产领域或物质

数人。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个人因素、环境因

与观念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忽视了创造性

素与过程因素的交感（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导致了创造的

可能有不同类型，分别适应不同情境，它们是否

最终实现，但认识到这一点并没有促使人们去关

能表现为创造性取决于其情境。

注促成这种交感的非个人力量，反而变本加厉，

４． 由于假定专家智能就是好的，而且认为创
造性在根本上乃是一种专家智能，环境本身在根

“在本质上这（只是）意味着创造性是一种很罕见
［３０］２１
的行动，只能为少数个人所获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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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的这些研究与前述教育创新实践遥

创新不至于与我们内在的自我相对立，同时还能

相呼应。因而直到今天，教育创新依然是一个未

使系统避免陷入长期的困顿，错误不致长期延续。

被完全打开的黑箱，人们看到或试图看到的多是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将教育创新建立在个人的自

创新过程中更有技术性、个体性的那一面。尽管

然能力、实践智慧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之上。由此

复杂理论、行动研究乃至大学与中小学的联合开

不难理解，真正的教育创新理论，其对理论与实

始了大发展，在教育中也已产生了广泛影响，但

践之间的关系，必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必定

教育创新问题的复杂性依然还在被低估。人们大

承认教育创新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将表达教育理想

多还只在哲学抽象或个体行动的意义上谈论复杂

的最新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技术过程，需要一

变革，而且试图借助观念的力量来营造复杂的变

种有关创新的行动框架或元理论，来妥善处置实

革情势。就像迈克 · 富兰所说的那样：
“有成效

质性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

的教育变革的核心并不是履行最新政策的能力，

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联系实际揭示教

而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发生预期的或非预期的

育创新这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们相信，创新问

［３２］１３
千变万化中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力。
”
说到底，

题引人注目，但创新本身并不神秘，也不需要把

我们太急于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并将希望不切

它说得神乎其神。但人们总是不知不觉地就将创

实际地寄托在那些有着特殊能力或视野的个体

新问题神秘化，这种神秘化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

身上，让一种根深蒂固的个人英雄主义左右着各

简单化。创新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现代社会

种创新行动，甚至将创新本身当作一种特权，而

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教育创新也是如此。但由于

看不到我们自身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

人们经常将创新神秘化，经常将创新与某种特殊

正是后文所力图批驳的功能主义教育创新范式

的智力基础或个人能力连在一起，对创新的社会

的痼疾。

基础的判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以为创新
是迟至知识经济时代才大规模涌现的。如果认识

五、教育创新的共享框架问题

到创新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教育创新的关注

事实上，可持续的教育创新行动必然有其深

最终就会转移到对教育创新行动的共享框架的关

厚的社会根基，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体系更

注，这种共享框架为社会中每种要素资源提供了

是必须依存于一个人性化的社会。因而一个创新

自主性。但如果将创新归结为某种特殊的智力基

型的社会必定不是一个只求创新的机械社会，也

础与能力，我们就只能关注到那种服务于这样一

必定不是一个单纯顺应某种外在客观性的理性社

些智力基础与能力的创新体系，或者为了形成这

会。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指导个人如何创新，那是

样一些智力基础或能力，关注那些有助于在个体

创造心理学的使命；也不是如何将最新的理论付

身上形成这样一些智力基础与能力的技术化了的

诸实践，那是功能主义教育创新实践的特征；而

“创新理论”
。这样，人们对教育创新所依托的社

是为个人与团体的创新实践提供一个共享框架，

会基础，就会失去洞察力。但也正因为如此，发

这种框架应既能支持各种创新行动，使我们摆脱

展一种有关教育创新行动的共享框架的深度理

各种外在的羁绊，又能兼容我们内在的人性，使

论，就是一件至为要紧的事情。

参考文献
［１］
［美］熊彼特 ． 经济发展理论［Ｍ］． 何畏，易家祥，张军扩，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２］项贤明 ． 论教育创新与教育改革［Ｊ］．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７，
（１２）．
［３］Ｄａｖｉｓ Ｌ，Ｎｏｒｔｈ Ｄ 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４］弗里曼 ． 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Ｍ］． 张宇轩，译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刘立 ． 创新系统研究述评［Ｊ］． 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０１，
（５）．
［６］Ｌｕｎｄｖａｌｌ Ｂ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ｉｎｔｅ，１９９２．

·30·

教育创新研究：回顾与前瞻
［７］Ｎｅｌｓｏｎ Ｒ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３．
［８］ＯＥＣ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 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
［９］Ｅｄｑｕｉｓｔ 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７．
［１０］Ｅｄｑｕｉｓｔ Ｃ，Ｈｏｍｍｅｎ 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９，２１（１）．
［１１］中国科学院 ．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１９９８，
（３）．
［１２］韦伯 ． 经济与社会：上［Ｍ］． 林荣远，译 ．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３］康永久 ． 魅力、情境与教育学——教师专业化之历史反思与重构［Ｊ］． 教育资料与研究月刊，２０１０，９６（５）．
［１４］涂尔干 ． 教育思想的演进［Ｍ］． 李康，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Ｂｅｎｎｉｓ Ｗ Ｇ，Ｂｅｎｎｅ Ｋ Ｄ，Ｃｈｉｎ 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６１．
［１６］王宗敏，张武升 ． 教育改革论［Ｍ］．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７］Ｂｅｃｋｅｒ Ｍ．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８（３）．
［１８］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Ｊ Ｐ．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Ｋｎａｐ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１９６８．
［１９］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Ｅ Ｐ．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
［２０］Ａｍａｂｉｌｅ Ｔ Ｍ．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２１］Ｇｈｉｓｅｌｉｎ Ｂ．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Ｇ］／／ Ｔａｙｌｏｒ Ｃ Ｗ，Ｂａｒｒｏｎ 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６３．
［２２］Ｇｒｕｂｅｒ Ｈ Ｅ． Ｄａｒｗｉｎ ｏｎ Ｍａｎ：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ｕｔｔｏｎ，１９７４．
［２３］Ｈａｒｍｏｎ Ｌ 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Ｇ］／／Ｔａｙｌｏｒ Ｃ Ｗ，Ｂａｒｒｏｎ 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６３．
［２４］Ｈｏｃｅｖａｒ 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１９８１，４５（５）．
［２５］Ｋａｔｚ Ａ 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Ｍ． Ｏｎ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ｙ Ｏｎｅ’ｓ Ａｃｔｓ Ｓｈａｌｌ Ｙｅ Ｂｅ Ｋｎｏｗｎ（ａｎｄ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Ｊ］．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３，６（４）．
［２６］Ｍｕｍｆｏｒｄ Ｍ Ｄ，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 Ｓ Ｂ．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８，１０３（１）．
［２７］Ｓｉｍｏｎｔｏｎ Ｄ 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１２９（４）．
［２８］Ｗｏｏｄｍａｎ Ｒ Ｗ，Ｓａｗｙｅｒ Ｊ Ｅ，Ｇｒｉｆｆｉｎ Ｒ Ｗ．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３，１８（２）．
［２９］Ｋｉｌｇｏｕｒ Ａ Ｍ．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ＥＢ／ＯＬ］［
． ２０１３－１２－２０］．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ａｉｋａｔｏ．ａｃ．ｎｚ／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１０２８９／２５６６／２／ｔｈｅｓｉｓ．ｐｄｆ．
［３０］Ｃｈｉ Ｍ Ｔ Ｈ． Ｔｗ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Ｇ］／／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Ｋ Ａ，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Ｎ，Ｆｅｌｔｏｖｉｃｈ Ｐ Ｊ，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３１］Ｈｏｆｆｍａｎ Ｒ Ｒ． Ｈｏｗ 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Ｗ，Ｆｌｅｃｋ Ｊ．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８．
［３２］
［加拿大］富兰 ．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Ｍ］． 曾子达，郭晓平，译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责任编辑：罗雯瑶］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