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总
第
一
○

五
期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书书书

教 育 学 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编 委 会

主　任　顾明远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明　陈平原　顾明远

韩　震　靳希斌　劳凯声

刘复兴　卢乃桂　闵维方

裴娣娜　庞丽娟　石中英

汪　晖　王英杰　谢维和

肖　非　叶　澜　于述胜

俞启定　袁振国　张斌贤

郑国民　周作宇　钟启泉

犈犾犾犲狀犆狅狀犱犾犻犳犳犲犔犪犵犲犿犪狀狀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前院长）

犖犻犮狅犾犪犻犖犻犽犪狀犱狉狅狏

（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

编 辑 部

主　　　编　张斌贤

副　主　编　于述胜

王本陆

张东娇

康永久

编辑部主任　李　涛

特 约 编 辑　朱　珊



书书书

　 　双月刊 ２０２２年６月　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ｎ．２０２２　



Ｎｏ．３

目　 次

学校发展的伦理审视 陈建华（３）!!!!!!!!!!!!!!!!!!

康德道德教育理论中的榜样概念 刘凤娟（１５）!!!!!!!!!!!!

教育惩罚的意义系统与“有意义惩罚”的实现 徐　俊　王　真（２５）!!

教育惩罚的理性进路：回归教育性 张琼文（３６）!!!!!!!!!!!!

对学习中心教学论的质疑与批判

———兼论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关系 王芳芳（４７）!!!!!!!!!!!

论教学限度 焦会银（５８）!!!!!!!!!!!!!!!!!!!!!!

一个“设计迷”的转变之旅

———俞子夷设计教学法实验的历史考察与价值审视

方超群　周　勇（７０）!!!!!!!!!!!!!!!!!!!!!!

乡村小规模学校课程“开齐开足开好”的师资难题及其治理

———基于共享发展的思路 杨卫安　岳丹丹（８２）!!!!!!!!!!!

教育治理视域下上海市义务教育委托管理的审思 朱　丽（９３）!!!!



０～３岁婴幼儿家长对托育服务机构的需求偏好及支付意愿研究

———基于华东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据 秦旭芳　宁洋洋（１０３）!!!!!!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基于全国１２城市的调查研究

王晓焘　徐　迟（１１７）!!!!!!!!!!!!!!!!!!!!!!

家长如何参与预防与干预校园欺凌

———基于多个英文数据库范围综述的证据

张香兰　车钰莹　宋　颖　谭林林（１３０）!!!!!!!!!!!!!!

学校氛围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研究

何二林　叶晓梅　毛亚庆（１４４）!!!!!!!!!!!!!!!!!!

“生于南洋”与“留学西洋”

———林文庆、李登辉等的现代大学理念及其侨易背景 叶　隽（１５９）!!!

归途１９４９—１９５５：中国留美学生的回国之路 杨家榜　谢长法（１７２）!!

彼得·拉米斯与印刷技术时代的教育变革

———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元认知”框架 郭文革（１８４）!!!!!!!!!!

早期伯明翰学派与教育的文化研究 李　丽（１９６）!!!!!!!!!!

学术信息 书讯／封三
!!!!!!!!!!!!!!!!!!!!!!!!!!!!

（本刊所载文章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编委会和编辑部观点）　　封面题字：



顾明远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１１－５３０６／Ｇ４２００５Ｂ５２０８ｚｈＰ￥２０．００２８００１７２０２２０３



第１８卷　第３期 教 育 学 报 Ｖｏｌ．１８，Ｎｏ．３
２０２２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ｎ．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４

作者简介：李丽（１９９０—），女，湖南人，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

育理论与外国教育史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ｅｅｌｙ＠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后疫情时代网络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浙江探索研

究”（课题批准号：２２ＮＤＱＮ２６８ＹＢ）阶段性研究成果。

早期伯明翰学派与教育的文化研究

李　丽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早期伯明翰学派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所蕴含的教育意义长期以来被遮蔽，

但是，恰恰是这项被遮蔽的教育研究，在英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勾连着英国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演变的历史，牵系着二战

后英国社会变迁的特殊语境，引领着“新左派”知识分子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理想。早

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提升了作为文化实践形式的

工人阶级教育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之后的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并对英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早期伯明翰学派；成人教育；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的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９６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７

一、导言：一项被遮蔽的教育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前期，英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领

域，学界称为“文化研究”。与以往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相区别，它的英文专有

名词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也被称为“狭义的文化研究”。虽然狭义的文化研究至

今为止仍然没有公认一致的定义，但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讲，它以１９６４年伯明翰

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

ＣＣＣＳ）的成立为标志。在学科建制之前，文化研究的奠基可以追溯至理查德·

霍加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ｇｇａｒｔ，１９１８—２０１４）、雷蒙德·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１９２１—１９８８）和爱德华·汤普森（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２４—１９９３）。他们为伯

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因此被称为“早期伯明翰学派”。

文化研究在英国诞生之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理论旅行的基本路线是围

绕“３Ａ轴心”（即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向全球扩散，逐渐成为世界性的

显学。

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大多分属“文学研究”“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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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学”三个领域，注意到其教育行动和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相对来说较少。

但其实，文化研究在英国诞生之初，就有一条隐而不彰的教育脉络，它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第一，早期伯明翰学派通过成人教育实践进入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发轫于成人教育；第二，早期伯明翰学派通过工人阶级教育来捍卫工人阶级文

化，提升了教育之于工人阶级解放的意义；第三，早期伯明翰学派致力于从文化

的角度来探讨工人阶级教育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路径。不过，与文化

研究本身所掀起的研究热潮不匹配，这一教育脉络长期以来被遮蔽。

然而，恰恰是英国文化研究中这条被遮蔽的教育脉络，对英国教育思想史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阐释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所蕴含

的教育意蕴，并分析其教育理论的特色及其历史意义。

二、英国文化研究的发韧：成人教育

文化研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契机———英国成人教育领域

对阶级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及论争。

（一）成人教育的转变与“新左派”运动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成人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总体而言，

它由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教育转变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大众成人教育。［１］

英国的成人教育长久以来都不属于正规教育体系，以无法或很少接受正规教育

的底层劳工阶级为主要教育对象，发展到２０世纪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１９０３年成立的“工人教育协会”（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ＥＡ）

以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普通劳动人民为对象，致力于推动劳工阶层的高等

教育。并与大学校外教育部联合开办导师指导班（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为英国的“新

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２０年代末起，工人教育协会的

独立工人阶级教育逐渐衰落。［２］与此同时，《１９４４年教育法》规定，继续教育是法

定的公共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３］许多英国大学纷纷增设成人教育系，逐渐将校

外成人教育转变为校内成人教育，使得独立的工人教育转变为了大众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的性质也变为了面向接受过良好普通教育的中产阶级学生的继续教

育，工人阶级被拒之门外，其教育问题再次凸显。

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教育传统，英国成人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本

质上讲，以往的英国成人教育试图建构一种工人阶级广泛参与的新型文化，提升

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即通过成人教育把向劳工阶层灌输统治阶级文化的机

制，转变成为劳工阶层反击统治阶级文化的工具，以此来帮助工人阶级实现自我

解放。［４］７７７８就此而言，成人教育的演变过程及其本身边缘化的地位，使得它成为

各种思想斗争的一个舞台。有研究者指出：“英国成人教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

会场域，其间汇集阶级、种族、性别等多个方面的议题，为再度发掘工人阶级等边

缘群体的文化经验和积极介入当代文化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空间。”［５］３０出于对社

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探求工人阶级经验的热情，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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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成人教育领域。他们使用工人阶级的语言讲授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赋予理论以现实意义、与工人阶级建立起动态联系，对成人教育进行了从形式到

内容上的改造。

（二）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成人教育实践

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

后加入了成人教育领域。他们在成人教育中开创性地通过跨学科研究，对传统

的文学教育进行了挑战，从而开启了“文化研究”。

１．霍加特：通过成人教育开展“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

作为二战后重建的重要部分，为成人学生特别是退伍军人开设的非职业教

育在英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滋养了教育民主的观念。［６］６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５９年，

霍加特在赫尔大学校外教育部工作，主讲文学课程。作为成人教育的导师，他意

识到了英国社会对待工人阶级的不公平，以及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对于阶级政

治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成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共享和建构民主知识，并为个

体发展提供机会。［６］８７因此，霍加特反对将成人教育变成为工厂提供直接劳动力

的职业培训，也反对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而采用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

基于这样的认识，霍加特认为文学课程的作用除了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等

基本文化素养、为他们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奠定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贴近学生

的生活经验，兼顾成人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心理及其内在复杂微妙的感知

力。［７］１７５霍加特认为文学批评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流行文化中所蕴

含的意识形态，以及人们面对它们的反应方式。［８］１３５既有的文学教学方式无法满

足这一要求，他开始实行一种将历史、政治、美学与大众趣味关联起来的教学模

式，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的路径。［９］对于霍加特而言，他

几乎是毫不费力地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这是他成人教育工作的自

然延伸。

２．威廉斯：通过成人教育发展“文化政治学”

和霍加特一样，威廉斯也是在军队服役期间开始关注成人教育并认识到其

重要意义的。在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６０年，他作为牛津大学校外教育部的成员从事成

人教育导师工作。［１０］威廉斯反对将已有的受等级观念限制的大学教育推广至工

人阶级学生，认为这样会导致忽略成人学生的经验和需求。［８］１８１他敏锐地意识

到，如果将“大学标准”强加到成人教育之上，会使成人教育受到严重的制度性束

缚，它的后果就是，大量的“非学术型”学生，即大量的劳工大众，将会被高等教育

的校园拒之门外。

对于威廉斯而言，成人教育的重点就在于“重新界定政治”，他认为自己最重

要的价值就在于“为造就一个具有参与意识、具有识见的教育公众而尽心”。［１１］

威廉斯意识到二战后流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对成人

教育运动的价值。他认为加大对工人阶级学生文化教育的力度，是唤起他们的

民主意识、争取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因此，他在成人教育教学中尤其重视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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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讨论以及对学生独立批判能力的激发。［１２］１６５威廉斯将成人教育视为劳工运

动中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它能为智性上积极的工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相

互对话的平台，从中发展出一种文化政治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８］２６

３．汤普森：在成人教育中联合文学与历史

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６５年，汤普森一直是利兹大学校外教育部的一名成人教育指

导教师。汤普森自己曾说：“我之所以参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

个能够了解工业化的英格兰、能够与学生教学相长的领域，而事实也的确如

此。”［１３］他希望通过教育启发工人阶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同威廉斯

一样，汤普森也反对将“大学标准”强加于成人教育，他的态度甚至更为强烈。他认

为成人教育的动力，只能来自于正规大学与劳工学生经验和社会动力之间丰富的

斗争和相互作用。［１４］成人教育的导师应该在一种真正友爱互助的精神中生活和教

学，帮助学生深化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和历史境况的理解，同时也向学生学习。

尽管汤普森更多的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现，其早期的爱好却是文学，但他

重视的是文学的“社会相关性”，而不是其“文本纯粹性”。他认为，保持文学与其

社会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文学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功能就在于教

会人们如何积极地、批判性地进行阅读。［８］１８９汤普森认为，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

都与成人教育运动紧密联系，成人教育有助于“新社会史”进入大学历史系的视

野。他认为社会史进行抽象工作，文学注重文本细读。因此，他组织了“文学和

历史联合班”，采用两种不同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工作，从而成功地将文化范

畴引入了历史学。

（三）英国文化研究诞生于成人教育

在成人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工作的共同经历中，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非

常重视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并将其与成人学生所处的流行文化环境相结合，从

不同的角度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与教育问题，强调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不断扩大“文化”一词的涵义，致力于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

成人教育的实践使他们在思考“文化是什么”的同时，探讨了以特定文化模式为

基础的教育内涵、教育标准、教学方法及教育公平等问题。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早期伯明翰学派通过将教育融入政治意识和

社会变革中，重视工人阶级自身的文化经验和个体的能动性，反对将大学的学术

标准强加于成人教育，抵制精英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立场，坚持将文学、历史、社会

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等，都离不开成人教育所提供的丰沃土壤。

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围绕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成人文化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的论争，文化研究的特殊语境逐渐清晰起来。正是在独立的工人成人教育工作

的灰烬中，升起了文化研究这只凤凰。［８］２９

三、捍卫工人阶级文化：教育之于阶级解放的意义

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在现实性上，是对二战后英国社会出现的“无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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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论争所做出的回应，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回应了“谁是工人阶级”的问题。这一

回应又涉及对英国已有的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传统的批判，从而为工人阶级争取

了文化地位和教育空间。

（一）通过文化寻回失去的“工人阶级意识”

１．“无阶级”意识的蔓延

二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实施及美国文化的入侵，使得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

意识受到了极大的威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相对于战前而言，英国工人的工

资大幅提高、工时显著缩短、民众健康状况大为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中产阶级

化”（ｅｍ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ｍｅｎｔ）的趋势。因此，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一种认为阶级

矛盾已经得到缓和甚至是“无阶级”（ｃｌａｓｓｌｅｓｓｎｅｓｓ）的观点。
［１５１６］但是，福利国家

建设并不能完全掩盖英国社会背后隐藏的各种社会问题［１７］，反而使得许多英国

人产生了一种有机社会在消失、道德标准在退化的强烈意识，各种怀旧思潮也随

之盛行。

在一定意义上，“无阶级”观念标志着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向：从旧的基于社会

等级的社会结构，向基于声望、生活方式、消费等更加扁平化的“后工业”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的转向。［１８］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大众消费主义等成为这一历史转向

不可或缺的部分。消费主义的盛行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够消费相同的文化

产品，以娱乐、消费为诉求的大众文化迎合了受到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普通大众

的趣味。［１９］此外，大英帝国的解体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大量移民，一方

面为英国战后重建增添了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英国原有的族裔结构，使

英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多元社会的新景观。［７］１４０

２．发展工人阶级文化，寻回“工人阶级意识”

随着“无阶级”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急剧衰退，社会主义

在英国的前途已面临危机。［２０］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阶级”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此时，“一股‘寻根热’油然而生，如果不研究阶级问题，人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英国

的社会现实。”［２１］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消费

品，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也逐渐被“中产阶级化”了。但是，

这种“无阶级”幻觉背后所潜藏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因此，如何区分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揭露这种幻觉的本质，就成为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２２］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将文化作为开辟“第三条

道路”或第三种政治空间所倚重的对象，探究现代性社会新与旧的断裂，寻找救

赎现代性社会的力量。［２３］早期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努力，正是从不同的

侧重点对二战后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问题作出了回应，试图证明工人阶级在消

费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存在。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即关于

工人阶级富裕和大众传播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影响，转移到了文化领域。［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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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文化重塑工人阶级的教育空间

早期伯明翰学派通过重新定义文化的涵义，突出文化的普通性，证明工人阶

级拥有自己的文化。这一策略涉及在理论上对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传统进

行批判，为工人阶级争得文化地位，而加强工人阶级的教育则是对抗阶级文化压

迫的武器。

１．重新定义文化以对抗精英主义的文化教育观念

在英国，存在一个以马修·阿诺德等为代表的“文化—文明”传统，这一传统

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精英阶层的“文化”来对抗资本主义工业的“文明”。［２５］他们认

为社会需要一个精英阶层来维持文化的高雅和纯洁性，以抵抗工业社会泛滥的

功利主义文明，而教育则是培养这个精英阶层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精英主义者

看来，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光明大道。不过，他们所指的文化是以文学艺术为代表

的高雅文化，依据这样的文化立场来看，工人阶级是没有文化的。但工人阶级又

需要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确保他们不会带来社会动荡或骚乱。这又促成了一

个新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为工人阶级文化打开了教育空间。

就本质而言，这一传统的精英主义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强调并试图维持少数

精英对文化的占有和统治，排斥工人阶级大众。［２６］但是，“文化—文明”传统从维

持等级秩序的角度出发，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与教育问题，却在客观上开启了文

化和教育的民主化进程，这是其精英主义所内含的历史悖论。［２７］早期伯明翰学

派反对将文化视为高雅的文学艺术，而是将文化概念拓展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

式，强调文化的普通性，以此证明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文化，并主动进入了工人

阶级文化的教育空间。他们的文化研究，或者呼吁教育的民主化，或者关注新的

传播方式，或者坚持道德评价的标准，所有这些都围绕着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命

运与前途进行。

２．发展工人阶级教育以抵制精英文化的阶级压迫

早期伯明翰学派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努力破除以传统的经典

为标准的文化观念，致力于消解“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高级文化—低级文化”

之间的对立，把文化的范围从文学扩大到文化产品、社会实践和社会机构等领

域，把文化的概念从狭隘的审美领域解放出来，将日常生活纳入文化分析的范

围，从而完成了从审美文化概念到人类学文化概念的转换，文化研究因此成为超

越“美学—文学批评”的社会批判理论。［２８］

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特别关注具体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经验

和文化，注重分析特定的文化形式。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侧重点探讨了教

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相比较而言，霍加特注重利用教育培养工人阶级

的“批判素养”（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以鉴别和抵制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意

识的侵蚀；威廉斯注重教育对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建构的意义，以实现其建构共

同文化的理想；汤普森注重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意义，以进一步说

明工人阶级的形成决不只是一个经济事件。因此，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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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是接受精英阶层的教化，而是要赋予工人阶级权力，捍卫工人阶级的文化

地位，以抵制精英阶层的文化压迫，从而提升教育之于工人阶级解放的意义。

四、“教育的文化研究”路径的形成

早期伯明翰学派不仅在实践中拓展了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教育的社会意义，

而且在理论上开创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并据此探讨工人阶级教育问题，最终

形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路径———“教育的文化研究”。

（一）“教育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

文化研究的几部奠基之作集中表达了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也为他

们论述教育问题奠定了文化理论的基础。在英国教育史学从只注重精英人物的

传统教育史，到转向重视底层民众的教育经验的新教育史的过程中，这些著作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加特在１９５７年出版了《识字的用途》，其主题是考察新的以大众传播媒介

为载体的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霍加特重点对比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和四五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得出的结论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对工人阶

级的有机文化造成了破坏，但是工人阶级对大众文化的侵蚀具有抵抗力；而教育

的关键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提高文化素养（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以抵制

商业化大众文化的侵蚀。霍加特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人们对教育标准的

关注，从学校或大学的精英文化立场，转向直接针对全体成人的一般文化的立

场。［２９］１９６

威廉斯分别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１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前

者的主题是追溯自工业革命以来“文化”一词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威廉斯集中

考察、分析和评价了一些思想家以及他们关于文化的论述，发现从１８世纪末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英国社会思想史上存在一个“文化与社会”的传统，这一传统的

主要特征是一种反功利主义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漫长的革命》是《文

化与社会》的延续和展开，它假设了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后，卷入了一

场文化革命。他在书中延续了《文化与社会》的观点，并在继承Ｔ．Ｓ．艾略特思想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

生活方式”。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普通的，它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文学和艺术，而

是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的特殊经验。在后来接受《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的采访

时，威廉斯指出他的写作目的，是要反击当时英国社会以传统的名义，借用文化

观念来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或大众教育的做法。［３０］

汤普森于１９６３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

是一个积极的、富于对抗性的文化过程，它无法单纯通过对经济关系的描述来进

行解释。因此，他在书中既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等客观方面，也考察了工

人阶级意识的来源等主观方面。汤普森采用了他在成人教育中所发展的文化研

究方法：关注底层民众的经验，并将其变成了历史材料。这种研究结合了学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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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历史实践，对一些流行的正统史学观点进行了反击，成功地将文化范畴引入

了历史学。因此，它被视为“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广义的工人

阶级教育史的代表作，它直接影响到英国学者对工人阶级教育的关注。［３１］

（二）“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引领

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著作都产生于成人教育领域，它们凝聚了作者从

事成人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思考。在对成年工人阶级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早

期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所处的流行文化环境，以及他们在文化和教育上被剥

夺的状态有了更深刻的感受，这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为工人

阶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决心，由此形成了“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文化主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一词是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进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之后的一个“谥号”，它由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ＲｉｃｈａｒｄＪｏｈｎｓｏｎ）于

１９７９年提出，指代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之间的理论一致性。
［３２］约翰逊认为尽

管三者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取向：强调文化的普通性，

即普通人具有建构共享意义实践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能力；主张各种文化形

式、经验及阶级之间必然的对应关系。此外，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也是阶级文化、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文化主义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坚

持“文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在具体场合、按其物质语境进行研究。［３３］８６

总体而言，在早期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不仅指文学艺术，教育过程、阶级出

身、家庭、工作、性别关系等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文化不仅是精神性

的存在，它还是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其中，“文化”“阶级”和“经验”这三个核心

范畴是“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得以确立的基础，贯穿了文化主义者作品的始终，最

能体现他们的关注点和诉求，也是他们用以反对精英主义文化传统的重要武器。

这种研究范式为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和教育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教育的文化研究”路径的形成

随着文化概念的拓展，作为文化实践形式之一和阶级解放工具之一的教育，

也成为了早期伯明翰学派探讨的重要对象，并最终形成了“教育的文化研究”新

路径。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成人教育的转变促使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先

后从这一领域撤离，转向大学校内的教学。威廉斯反省了这种转变产生的影响，

指出大学校内教学的氛围迫使很多人局限于少数人教育的传统兴趣和习惯，以

致推进民主的事情和制度开始逐渐消失。［３４］然而事实上，此时校外的成人教育，

将文化分析与工人阶级的整个生活经历和状况联系起来的直接动力也已经丧

失。［２９］２１７尽管这种转变并非早期伯明翰学派的初衷，但是，社会关于文化标准的

辩论以及大学校内的教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文化和

教育问题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伯明翰学派进一步探讨了英国的教育

问题。

尽管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三人的教育思想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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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探讨仍然基于他们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成人教育工作的经验，采用的是

“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尤为重要的是，霍加特等人突破了英国“文化—文明”传

统的精英主义桎梏，通过重新定义文化、拓展文化的涵义而将工人阶级文化纳入

了英国的文化内涵之中，使得工人阶级拥有了自身的文化。他们努力从文化的

角度来思考阶级问题，敏锐地发现了教育仍然存在的等级性。不管是批判英国

正规教育体系，抑或是构思理想的成人教育，都包含着促进教育民主化的努力和

追求，都是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教育权利和机会。

此外，重视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累积的经验之于正规教育的修正意义，是

早期伯明翰学派教育思想的共同点。他们反对将工人阶级看作统治阶级可以任

意书写的白板，或者是可以任意灌输抽象知识的空洞容器，他们认可和重视工人

阶级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能力，以及对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能力。概

而言之，他们从文化的普通性和整体性出发，强调工人阶级日常文化实践的政治

价值。在此基础上，他们重视教育之于阶级解放的政治意义，并提倡通过教育培

养工人阶级抵制日常文化压迫的能力，注重工人阶级个体经验之于教育的意义。

因此，“文化”“阶级”“经验”既是早期伯明翰学派进行文化研究的核心范畴，又是

他们探讨教育问题的关键概念。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早期伯明翰学派生成

了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路径，即“教育的文化研究”。

早在２０年前，我国就已经有学者主张将“教育的文化研究”路径作为“探索

教育基本理论的第三条道路”，［３５］并且注意到了早期伯明翰学派之于“教育的文

化研究”的重要价值。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重在反思“文化与权力、知识

与权威、学习与经验的关系”，主张通过“解析和批判人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生

活经验”，将“作为操纵人的知识，改造为人从被操纵中获得解放的实践智慧”，最

终“赋予教育学以理解、批判和变革的品格”。［３５］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早期伯明翰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

究，其实质是一种面向工人阶级教育的文化研究。首先，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

研究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它将工人阶级文化纳入了英国的文化地图，将文化从精

英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为了保护工人阶级文化而重视工人阶级教育，努力

为工人阶级争取教育权利和机会，从而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其次，早期伯明翰学

派的文化研究注重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研究，注重个体经验之于正规教育的修

正意义，并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纳入工人阶级教育的范围，运用利维斯式的文

本细读方法进行分析，沟通了教育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拓展了教育的内容。

最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教育民主化的潜力，注

重工人阶级的个体主体性，赋予工人阶级教育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以重要地

位，从而提升了教育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在对工

人阶级与大众文化、英国成人教育以及二战后英国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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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认定资本主义的英国仍然存在阶级统治，从而将自身的任务规定为合

法化工人阶级文化，且不约而同地将教育视为赢得这场斗争的关键。［３６］因此，在

学术传统上，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批判话语诞生

的，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性和批判性。［３７］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文化研

究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早期伯明翰学派关于教育的实践和论

述，超越了教育本身。

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文化研究随后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也开

始迅速发展，进而辐射全世界。但是，“当文化研究在北美成为一种兴旺的学术

产业时，它们已经偏离了早期英国由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在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所开创的路线。”［３８］文化研究逐渐患上了“政治失语症”：“忘记了理论的历

史和政治维度，从一个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单纯的知识事件”。［３９］尽管英国文化

研究在全球理论旅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最初的文化政治学的涵义，但是它

的教育意蕴之影响却持久不衰。自霍加特建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后，它开始在英国的正规高等教育体制内产生影响。其后在中心形成的“伯明翰

学派”仍然十分注重教育、注重文化研究的政治意义。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伯

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参与了英国废除“１１足岁升学试”以及兴办综合学

校等社会运动；其教育小组出版的《非大众化教育：１９４４年以来的英国教育与社

会民主》（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４），聚焦社会民主与教育政策及实践危机之间的关系；保罗·威利斯出版的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如何子承父业》，在继承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概念的基

础上，提出了“抵制”理论，对“教育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批判。在这样的社会语境

中，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英国底层民众的文化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意

义。可见，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其教育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作为文化

实践形式的工人阶级教育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贯穿了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教育研究，对英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均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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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２２７．

犜犺犲犈犪狉犾狔犅犻狉犿犻狀犵犺犪犿犛犮犺狅狅犾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ＬＩＬｉ

（Ｊｉｎｇｈｅｎｇｙｉ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１１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ｂｓｃｕｒｅｄ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ｇｎｏ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ａｄｕｌ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ａｎｄｌ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ｆ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ｏｓｅｅｋ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ｒｏｌ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ｏｒｍ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ｓｈａ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ａｄｕｌ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张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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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３，２０２２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ｏ．３

犆犗犖犜犈犖犜犛

Ｏ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犆犎犈犖犑犻犪狀犺狌犪（３）!!!!!!!!!!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犔犐犝犉犲狀犵犼狌犪狀（１５）!!!

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犡犝犑狌狀，犠犃犖犌犣犺犲狀（２５）!!!!!!!!!!!!!!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

犣犎犃犖犌犙犻狅狀犵狑犲狀（３６）!!!!!!!!!!!!!!!!!!!!!!!!!!

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犠犃犖犌犉犪狀犵犳犪狀犵（４７）!!!!!!!!!!!!!!!!

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 犑犐犃犗犎狌犻狔犻狀（５８）!!!!!!!!!!!!!!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ａｎａｔｉｃ：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ＹｕＺｉｙｉ 犉犃犖犌犆犺犪狅狇狌狀，犣犎犗犝犢狅狀犵（７０）!!!!!!!!!!!!!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ｅｎｏｕｇｈ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ｏｆＲｕｒａｌ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犢犃犖犌犠犲犻犪狀，犢犝犈犇犪狀犱犪狀（８２）!!!!!!!!!!!!!

Ｏｎｔｈｅ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犣犎犝犔犻（９３）!!!!!!!!!!!!!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０３ｙｅａｒｏｌｄＩｎｆａｎ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Ｄｅｍ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Ｐ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ｒｓ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犙犐犖犡狌犳犪狀犵，犖犐犖犌犢犪狀犵狔犪狀犵（１０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ＵｒｂａｎＯｎｅＣｈｉｌ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１２Ｃｉｔｉｅｓ 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狋犪狅，犡犝犆犺犻（１１７）!!!!!

ＨｏｗＣａｎＰａｒ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犣犎犃犖犌犡犻犪狀犵犾犪狀，犆犎犈犢狌狔犻狀犵，犛犗犖犌犢犻狀犵，犜犃犖犔犻狀犾犻狀（１３０）!!!!!!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ａｍｏｎｇ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犎犈犈狉犾犻狀，犢犈犡犻犪狅犿犲犻，犕犃犗犢犪狇犻狀犵（１４４）!!!!!!!

“ＢｏｒｎｉｎＮａｎｙａｎｇ”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

———ＬｉｍＢｏｏｎＫｅｎｇａｎｄＬｉＤｅｎｇｈｕｉ’ｓＩｄｅａ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Ｑｉａｏｙｉ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犢犈犑狌狀（１５９）!!!!!!!!!!!!!!!!!!

ＡＨｏｍｅｗ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１９４９１９５５：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犢犃犖犌犑犻犪犫犪狀犵，犡犐犈犆犺犪狀犵犳犪（１７２）!!!!!!!

ＰｅｔｅｒＲａｍ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Ｐｒｉ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犌犝犗犠犲狀犵犲（１８４）!!!!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犔犐犔犻（１９６）!!!!!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Ｊｕｎ．２５，２０２２ 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ｏｒ：犔犐犖犓犲



二
○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总
第
一
○

五
期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