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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应该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技术”

安 富 海

（杭州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教育引领技术并和技术一道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技术介入教育极大地促

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技术优化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技术改进了教育资

源的供给方式、扩大了优质资源的辐射范围、提升了教育资源的适应性服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然而，技术介入教育也存在将“逻辑的教育”当作“教育的逻辑”和对学习机制研究不足的问题。人类技术发展史已经

证明，只有那些遵循应用领域和对象逻辑的技术才能促进该领域和对象的快速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人在其中的社会现

象和实践活动，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和特殊的存在方式。 教育技术关涉技术，也依靠技术，但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应

该是教育问题，因此，它必须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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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 在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的
进程，已经和正在以过去不可想象的方式和途径改变
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人类生产生活创造了许多
更加优越的条件。 就教育领域而言，技术已经成为中
国教育发展的新引擎，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极大地
改进了教育资源的供给方式，提升了教育资源的适应
性服务能力，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从个性
化学习平台的研发到智慧学习环境的创建，从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的构建到智能导师的问世，技术正在以
激动人心的方式对以往的教育形态进行着全面重构，
以期彻底改变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 不均衡等问题，
力图使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美好
的理想、大规模的行动和初见成效的结果使人们对技
术改变教育充满无限期待，以至于忽视了技术介入教

育的限度及要求， 出现了技术引领教育变革的趋势。
教育是一种人在其中的社会现象和实践活动，技术融
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优化教育，促进教育更好地发挥
育人功能。 因此，在教育领域，无论是研究技术，还是
应用技术，始终应该而且只能按照“教育的逻辑”去考
量“技术”。

二、人的发展视野中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的关系考辨

唯有回源头，方能识真理。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出
发考察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可能更有利于深刻认
识和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规律。人作为生
物界物种进化的产物，必然服从生物界物种进化的普
遍规律。 人类自来到这个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
存问题。 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既
得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 然而，作为生物
界一种特殊物种的人，不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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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生存状态存在许多潜在的危机。 因此，为了更
好地生存或解决生存面临的种种危机，人类必然会思
考发展的问题。 于是，发展的问题就成为人类面临的
仅次于“生存问题”的第二大问题。人类改造自然与社
会环境的行为就是人类“发展”思维的具体表现。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延伸人类肢体到延
伸人体动力系统，使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逐渐增强，也使近代技术在工业革命以来取得了辉煌
成就，以至于人们对技术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寄予无
限希望。教育作为一种伴随人类始终的社会现象和实
践活动，它引领技术并和技术一道促进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使人类在认识自然和
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勇敢地超越了自然，从茹毛饮血
的困境中走出来，开创了自己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
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 然而，技术究竟是如何
介入教育、如何促进教育发展以及在哪些方面促进了
教育的发展呢？ 本研究拟从教育活动、教育事业和教
育思想三种教育形态[1]来认识和理解技术介入教育的
过程及影响。

教育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教育形态，属于社会实
践活动范畴。 从技术对教育活动的影响来看，ICT 技
术与七万年前的口头语言、公元前数千年到数百年间
产生的书写文字、五百多年前的印刷机、一百多年前
出现的电报、广播电视等，属于同一类技术。这一类技
术的主要作用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表达、交
流、协作的传播生态环境，它们改变的只是教育内容
的传播方式、途径和环境[2]。 确切地说，应该是优化了
教育内容的传播途径和环境。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技术也在逐渐优化学习者的认知方式。然而，教育
活动不仅涉及文化的传递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更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学习者社会责任的培养和
高尚灵魂的塑造。 无论是从技术介入教育活动的历
史，还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小学生在线学习
的现实，都反复向我们证实：在人类的教育活动方面，
技术改进了文化传递的方式、途径、范围、人与人之间
表达、交流、协作的环境以及学习者的认知方式，但在
学习者社会责任的培养、高尚灵魂的塑造、坚强意志
的锻造等方面表现得相对乏力。

教育事业是人类一种层次较高的教育形态，它是
基于教育活动并使之有序化、规范化、目的化且可控
制和管理的一种社会事业。从技术对教育事业发展的
影响来看，技术介入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
展。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技术丰富了教育者的角色，
使教育者的角色从单一的实体教育者发展到虚实融

合的双重角色；从教育内容的角度来看，技术改变了
知识的生产方式、存储形式和传递方式，使教育的内
容和呈现方式都更加丰富且成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技术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和
优质资源的覆盖面，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均衡发
展；从教育环境的角度来看，技术使教育环境从单一
的物理环境走向了虚实融合的智慧环境；从教育管理
的角度来看，技术使教育管理变得更加高效、精准和
人性化；从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角度来看，技术使
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政策的实施更加科学、可控。教
育事业虽然基于教育活动，但它更关注教育的社会功
能，强调教育的有序、规范和科学，不断发展的技术以
其自身的优势使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教育思想是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的理论形式，是
人们关于教育的理性认识和思维结晶，教育思想都是
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发生、发展和形成的。 从技术介
入教育的整个演进过程来看，技术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相对较小，但并不是说没有。 教育技术学科正是基于
技术对教育的重要影响的现实和理性认识而产生的
一门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旨在研究、引领、规范和指导
技术影响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优化和促进教育
教学过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技术领域始终
处于理论匮乏的状态。一方面是教育技术领域更关注
技术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对技术环境下教育理论的研
究不够；另一方面，教育学领域长期以来忽视新技术
对传统教育理论提出的挑战，对新技术介入教育后产
生的新的教育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 最主要的是
教育思想不同于教育事业，它是一种人在其中的实践
活动和思维活动，不会因为文化传递的方式、途径、范
围和环境等变化而改变。

总之，教育引领技术并和技术一道加速了人类文
明的进程。技术介入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
展，对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较
之教育事业和教育活动，它对教育思想的影响相对较
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技术的发展及
其对其他事物的影响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其中一个重
要规律是技术必须适应它所应用的领域和对象的特
殊性。只有那些对教育实践有内在触动的技术才能真
正融入教育并推动教育的发展。近代理化技术之所以
首先在近代工业中获得成功，原因在于近代工业的对
象基本上都是非生命的自然物。 而农业、畜牧业对理
化技术的应用要比工业困难得多，也迟缓得多，其原
因是它面对的是充满生命活力的生物。教育的对象不
是物，而是人，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自我意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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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活动能力的人；教育者对学习者的教育影响不仅表
现在丰富知识和增强能力等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对
学习者人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引导等过程之中。因此，
技术不可能在教育领域取得在物质生产领域里同样
的辉煌成就[3]。 教育技术必须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
“技术”。

三、技术优化教育的历史演进及问题反思

（一）技术优化教育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
技术起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其发展也源于人们改

善生产生活和改造自然的愿望。人类的技术活动不仅
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3]。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对人类社
会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少。工业革命改变了技术作用于
人类社会的方式。 因为工业革命之前，技术中的工具
系统都属于人类肢体的延伸，蒸汽驱动制造设备的出
现则是人体动力系统的延伸。工业社会发展到电气时
代，人类工具系统中加入了电能要素，整个工具系统
的机械部分从结构到功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改
造自然的能力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创造了
近代以来人类依靠技术实现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奇
迹。到 20世纪后期，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发展，人类从机器加强天性的时代逐渐过渡到
用机器摹写天性的时代。技术对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
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拟从教育活动、教育
事业、 教育思想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之后技术支持下
的教育变化作一梳理。

20 世纪早期， 以收音机和电视为主的传输技术
开始应用于教育，出现了视听教育和远程教育的概念
和形式。 从技术对教育活动的影响来看，以收音机和
电视为主的传输技术介入教育丰富了教育资源，优化
了教育资源的呈现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
学习内容，也拓展了学习者的学习途径。 学习者除了
通过书本学习，还可以通过收音机和电视学习。然而，
这种单向传输技术受到时间的限制，学生收听收音机
和收看电视节目的时间是预先安排好的。从技术对教
育事业的影响来看，以收音机和电视为主的传输技术
介入教育，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民众的素质。 教育思想方面，美国教育科学学会出现
了视听教育学分会，但对整个教育思想没有产生太大
的影响。

20 世纪中期，录像机、电影、幻灯、投影等出现并
逐渐应用于教育。 从技术对教育活动的影响来看，新
技术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教育资源及呈现方式。录像

技术的出现可以将学习内容提前录制好，学习者可以
随时观看，改进了录音机和电视等技术对时间的依赖
性。 教师将幻灯片和电影等技术应用于教学，增强了
教学的直观性，丰富了教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技术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来
看，技术介入教育可以让更多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和提升学历，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的规模和范围。 这一
时期，技术介入教育思想的成果是教育技术成为一个
独立的研究领域。

1974 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专用于教学的“实用
技术卫星”， 标志着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人们开始探索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
等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个人计
算机技术和双向视频技术的出现，对教育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师生、生生
之间的交流更加多样，交流信息的数量和种类显著增
加，所需时间逐渐变短[4]。 90年代以后，随着同步卫星
技术、 移动计算技术等的发展并先后被引入教育领
域，推动了教育理念、方式等方面的变革[5]。 从教育活
动的角度来看，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学习
地点和学习方式，实现自主化学习；教师可以根据自
己对学习者学习现状的了解，给学习者较多的、更加
复杂的信息，师生之间也可以通过简单的电子传输工
具进行交流和互动。 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模拟教
学以及其他通过计算机磁盘、 光盘和 Internet 等途径
开发的电子资源逐渐丰富。网络学习环境成为实体学
习环境的有效补充。 从教育事业的角度来看，网校的
正式登台，延伸了学校教育的功能，扩大了优质资源
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提升了受教育的范围。 新技术影
响下的教育研究者开始关注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但对整个教育思想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进入 21 世纪，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语
言识别技术、可视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已经渗
透到教育领域，并试图改变原有的教与学的方式和环
境。从教育活动的角度来看，移动学习、混合学习、泛在
学习以及自适应学习等全新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样态，
正在改变着学习的方式、学习的路径、教学的方式以及
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关系，创生着新的学习生态系统。
网络互联支持的教育资源实现了开放与共享；集成学
习终端、无线网络、多屏互动、自然交互、3D 打印等技
术为学习者提供了交互式、智能化的学习环境；网络
多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交叉融合，推动了虚拟
学校、虚拟博物馆、虚拟实验室等虚拟学习资源的研
发。 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智能评估为精准教学、精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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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精准管理和精准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持[6]。从教育事
业的角度来看，在大数据智能、类脑智能、自主智能等
支持下，智慧学校将会产生，并与现实的学校实现优
势互补，使学校样态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7]。从教育思
想的角度来看，虽然新环境中的教育已经融入了新的
教育元素，出现了新的教育现象，也产生了新的教育
问题，但教育研究者们还没有对新环境中的教育问题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当然也没有生成新的、能够引
领和指导当下教育实践的教育思想。

（二）技术优化教育的问题及其反思
从技术优化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技术的确促进

了教育的发展。 但同时也发现，每一个阶段技术介入
教育并没有像当初所宣传的那样极大地满足了学习
者的需求，并未能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
公平。

1. 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比预设的要小
考察技术变革教育的历程，我们发现，每一次技

术介入教育之前，“技术人”都会从理论层面预设许多
技术变革教育的美好前景，如教与学的资源将更加丰
富、教与学的方式将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师生
关系将更加平等和谐、 教与学的环境将更加科学合
理、教与学的管理将更加精准有效等。 但实际的变化
要比预设的小得多。 2017 年，美国学者埃斯克塔等研
究发现：（1）简单地为学生提供获得技术的机会，对于
提升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有限。 （2）关于计算机辅助
学习可以支持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和以项目为基础
的教学，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的研究缺乏严格
的因果作用机制。 （3）在线课程相对于面对面的授课，
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学生可能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学
习结果。 （4）慕课可能加剧而不是缩小与社会经济地
位相关的教育结果的差距。 总体而言，技术介入教育
的效能只能算中性偏好，与巨大的资源投入形成鲜明
反差。 鉴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我们无法通过严格的
可控实验评估教育技术的效用，但国际上已有的大量
准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技术总体上并没
有给教育带来令人激动的应用效果，更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教育形态[8]。

2. 技术不能引领教育发展
技术在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变

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技术究竟是在引领教育发展还
是促进教育发展呢？从逻辑上讲，这不应该是个问题。
而且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如祝智庭[9]、黄荣怀[10]、杨宗
凯[11]等学者都认同“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理念，然而
教育技术实践领域却存在“技术引领教育发展”的倾

向。 众所周知，进入 21 世纪以来，推进教育信息化并
借助技术改进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所要抢占的教育
发展的制高点。各国均出台了一系列技术助力教育发
展的政策措施。在政策的引导下，技术持续地、高容量
地介入教育领域。许多教育技术企业不仅在自己内部
建立了教育研究院，也与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
相关教育研究机构，旨在引领教育变革的方向。 事实
上，教育技术企业已经和正在成为引领和促进教育发
展的核心力量。他们为教育者和学习者开发了许多形
式多样的教育和学习产品，正在挑战学校教育的许多
弊端。企业介入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有问
题吗？ 没有！ 但它们成为引领教育技术发展的核心力
量就会有问题。 因为它们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目的、方
向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完全不一样。追求利润是企
业的宗旨，教育技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遵循的
是资本原则。 虽然许多大型的、专业的教育技术企业
组建了优秀的科研团队， 也从事教育技术的理论研
究，但他们作为企业，所有研究和实践的最终目标都
指向利润。利润驱动下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推广虽然也
会关注学习者的需求、 兴趣以及认知发展水平等要
素，但他们更关注学习者当前的兴趣和喜好，对学习
者思维发展的逻辑进阶、人格的塑造、情感的培养、社
会责任的造就等涉及学习者社会人的素养无暇也无
力关注。 在一些公开场合，一些教育技术企业负责人
也大讲特讲自己的企业是如何在教育技术产品研发
过程中关注学习者的需求和兴趣等涉及提升学习质
量的要素，但仔细辨别就会发现，他们所关注的需求
和兴趣是普遍的，认为他们的产品，学习者一经使用
就会爱不释手，而且能解决学习者中存在的问题。 这
是一种基于简单思维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面对
的教育对象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是自然和
文化的合金， 复杂的事物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
不能被归纳为一条定律，需要运用多维度、多视角、多
理论、多方法的复杂思维关照[12]。

（三）当前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教育技术领域部分理论研究者和产品研发者研

究“教育”存在将“逻辑的教育”当作“教育的逻辑” [13]

和对学习机制研究不足两方面的问题。
1. 将“逻辑的教育”当作“教育的逻辑”
“逻辑的教育”即想象的、观念的和思辨的教育。

将“逻辑的教育”当作“教育的逻辑”的普遍化结果，便
会形成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原则[14]。 这种认识教育的逻
辑正是马克思曾批判的“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
辑”[15]。 逻辑上自足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往往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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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教育中人的向度， 忽视教育本有的活力和复杂性。
这也是许多教育研究者在看到因技术介入而不断繁
荣且五彩缤纷的教育实践后， 并没有觉得值得庆幸，
而是陷入了深沉的反思和不安之中的原因[16]。 技术介
入教育绝不能用良好的愿望代替科学的理性和严谨
的逻辑。教育的真正意义不是存在于语词的逻辑形式
之中，而是存在于它所依托的文化语境之中，这种文
化语境渗透在师生、生生的生命互动之中。 教育技术
虽然关涉技术，也需要依靠技术，但它关注的核心问
题应该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教育问题关系到
人的成长和发展，人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赤裸的自然生
命现象， 而是面向内在心灵和完整人性的精神存在；
不仅是外在的身体和社会身份的变化，而且是内在的
价值、意义的体验与获得。 观念想象和逻辑程式无法
把握和表达教育活动的丰富性、具体性、生成性和价
值性。相当一部分教育技术人愿意立竿见影地看待教
育的成效，试图使教育过程得以标准化。 这种思路和
做法是无视教育复杂性和生成性的表现。教育技术研
究和实践一定要走出这种认识局限，打破绝对化两极
思维模式，建立一种能够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教育特
性以及技术作用于教育的途径和限度的新的思维方
式，按照教育的逻辑把握教育，毕竟“决定世界未来的
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的人，是技术背后的理想、梦
想和价值体系”[17]。

2. 对学习机制研究不足
每一种学习形态都有其特定的发生机制，只有弄

清楚学习的发生机制，才能有的放矢地调整教育教学
的方式方法，更好地促进学习。 从当前教育技术领域
的研究和实践来看， 无论是不同层次的教学设计，还
是琳琅满目的教育产品开发，都存在对学习机制研究
不足的问题。 因为对学习机制认识不深入，所以他们
只能按照“想象的学习”进行教学设计、教育产品研
发。 这种不研究学习机制，按照“想象的学习”进行的
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不仅不能优化教育、
促进学习，而且会对学习者产生更多无法弥补的负面
效应。因此，教育技术研究者一定要充分借助脑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 学习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
果，深入研究学习发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恰当应用
技术进行教育教学和教育产品研发等。以教育产品研
发为例，要在深入了解学习机制的基础上，按照学习
的发展机制研究教育产品， 教育产品研发成功后，一
定像药品上市前一样，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方能
投入教育教学领域。还应该像药品的说明书一样给使
用者提供该产品存在的不足等信息。这样不仅对学习

者负责，也对教育领域的声誉负责。

四、守正创新：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技术”

无论是发展教育事业、变革教育活动，还是创新
教育思想，首先必须了解教育的逻辑，只有按照教育
的逻辑发展和创新教育，才能助力教育以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一）什么是教育的逻辑
什么是教育的逻辑？教育的逻辑既不是一种纯粹

观念的存在，也不是一种纯粹实体的存在，它存在于
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活动发生和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
中。所以，应该从教育事业、教育活动、教育思想三个维
度分别去认识和把握教育的逻辑。 一是教育事业发展
的逻辑。 教育事业是指人们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
组织、规模和系统的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它
的核心在于战略定位、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宏观调
控、精心组织、系统实施、评估调适。 教育事业发展的
逻辑是指在一定价值观的引导下，在教育发展历史的
基础上， 在科学评估当前教育实践和需求的前提下，
科学制定、实施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
动策略。 二是教育活动开展的逻辑。 教育活动是指教
育者在一定的政策理论的引导下，在尊重学习者身心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学习者学习知识，发展思维、
涵养情感、锻造意志、形成智慧的行动过程。教育活动
开展的逻辑是指教育者按照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
和教育政策与理论的要求开展教育活动的思维方式
和行动策略。 三是教育思想生成的逻辑。 教育思想是
教育事业和教育活动的理论形式。教育思想形成是指
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已存在和可以预见的教育现象、教
育问题和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思考过程。教育思想形成
的逻辑是指教育研究者在一定价值观的引导下，在尊
重教育历史、研判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已
经存在和可以预见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和教育规律
的认识、总结和提升的思维过程和行动路径。

（二）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技术”的路径
技术融入教育必须遵循教育的逻辑，只有遵循教

育逻辑的技术才能真正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促进教育的创新发展。

1. 按照教育事业发展的逻辑和需要考量技术应
用的范围

技术在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技术对于教育事业
发展的价值并按照教育事业发展的逻辑和需要不断
改进和创新技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效益。一是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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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发展的决策和规划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数据获
取技术和分析技术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科学决策和规
划收集大量的、综合的大数据和分析结果，并根据教
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对大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
提出更高、更科学的要求，逐渐建立教育大数据科学
预测与决策分析模型，助力教育决策走向精准化和科
学化。 二是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布局和调控方面，充分
利用技术对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等相关数
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为教育行政部门合理布局和适时
调控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方向提供科学依据，使教
育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
区间。 三是在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和评估方面，充分
运用大数据智能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教育事业管
理中长期存在粗线条管理和事后处置的现象，使管理
层级走向扁平化和科学化。四是在教育政策的动态监
控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跟踪技术对
教育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和迅速
调适政策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使教育政策能够更好
地服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2. 按照教育活动展开的逻辑和需要把握技术介
入的限度

教育活动是最具生命特质的实践活动， 它不仅关
注生命的发展，而且要基于生命的需求。 因此，技术介
入教育活动一定要关注生命的需要和教育活动开展的
逻辑。第一，深入研究学习者的认知、思维、情感等身心
发展规律、当前的发展状况和学习的兴趣与学习需要。
只有了解学生的认知、思维、发展的规律和现状，才能
理性把握技术介入尺度和方式，进而促进学习者的学
习。 第二，人工智能介入学习者思维发展、情感养成、
意志锻造、智慧形成等研究和实践方面时，一定要有
敬畏心理。不要一味地将智能教师和智能学伴打造得
与现实中的教师和学生一模一样，而是要在两者协同
发展方面做深入研究。另外，谨慎介入知识图谱研究。
近年来，教育技术领域非常关注中小学各科知识图谱
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知识图谱，旨在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我们都知道，知识学习过程
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 这个过程体现着学生认知、
思维、 情感和意志的投入状态， 蕴含着学生认知、思
维、情感和意志的发展程度，也会生成属于每个学生
自己的独特的知识图谱。帮助学生建立知识图谱看似

加快了学生知识学习的速度， 实质上是代替了学生认
识和思维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学生认识和思维的发展。
第三，加大脑科学、学习科学与智能技术的融合研究，
为人工智能助力人类学习提供科学依据，而不是仅仅
按照“逻辑的教育”设计各种各样的学习产品。但要明
确，教育技术领域关于脑科学和学习科学研究的目的
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和工作，改进和提升人类
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让人像机器一样学习和生活。

3. 按照教育思想生成的逻辑和需要考量技术介
入的尺度

教育思想的生成过程是一个主体参与、 基于历
史、关照现实、体现价值的高阶思维过程，其实质是主
体对特定时代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和教育规律的认
识和反思过程，旨在引领和指导特定时代教育实践的
发展，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新时代新形势，出现了
新的教育现象，暴露了新的教育问题。 教育研究者要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的时
代需要以及出现的新的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按照教
育思想的生成逻辑形成更能引领和指导新的教育实
践的教育思想。 在急需产业工人的工业时代，教育思
想家提出了让同样年龄段的学习者在同一时间、同一
地点学习同样内容的班级授课制，以尽量少的人力资
本培养了大批量、 同规格的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 到工业社会后期，质量
逐渐代替数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牺牲个性化
换取规模化的“四同教育”的缺陷逐渐暴露。教育研究
者开始提出尊重学习者的个性，提升学习者的创造力
的教育思想， 虽然这种思想还没有完全落地生根，但
已经对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
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虚
拟班级、虚拟学校、跨学校、跨区域的虚拟学习共同体
逐渐出现。教学活动的要素更加多元，智能导师、智能
学伴、数字资源、网络学习空间、智能学习环境等成为
教学活动要素的新成员。在学习分析、个性化引擎、智
能代理等技术的共同作用下， 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发
展状态、 学习水平等特征动态地开展适应性学习，将
成为学校教学组织的趋势。这些都是新时代出现的新
的教育现象，需要教育研究者深入技术介入的教育实
践，生成新的能够引领、规范和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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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echnology: "Technolog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ccordance with "Logic of Education"

AN Fuhai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eacher Development,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ducation leads technology and
accelerat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The intervention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has also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echnology -
optimized education, technology has improved the supply mod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panded the
radiation scope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enhanced the adaptive service abilit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romote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echnical
intervention in education als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aking "logical education" as "educational logic"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learning mechanism. The history of human technology has proved that only
those technologies that follow the logic of application domains and objects can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omain and the object. Educ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practical activity, has
its unique operating logic and special way of existenc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volves technology and
also depends on technology, but its core concern should always be education. Therefor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must consider "techn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 logic of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ogic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ducational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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