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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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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各类技术教育是以技术为教育内容的
教育存在，技术变迁所导致的技术维度的现代性变
化，不仅是洞察技术教育现象、进行技术教育理论研
究、把握技术教育“ 现代性存在” 的基础，而且也是
重塑技术教育价值体系、建构现代技术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逻辑起点。

一、技术的现代维度的多元建构
１．技术的物性维度。 任何技术都不可能脱离材

面使得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有了“ 意识形态” “ 文
化理解” “ 社会关系” 等诸多视野，另一方面也使得
人的“ 知情意行” 等要素在技术的人性维度的分析
中得到统一。

３．技术的活性维度。 技术的活性是对作为人类

活动的认知与行为、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动态性行
为特征的一种表征，它表明技术所蕴含的或外在的
或内在的程序性、活动性、连续性的行为品质。 技术
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中介，还是人

料、工具、设施、产品等富有多样物性形态的对象物

类活动的方式，它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而存在。 技术就其物性而言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

没有技术的活动性，技术就失去了它的原始动力与

物的利用、改变、控制和人工物的创造与制造。 技术

活力。 从技术的产生来看，技术的活动过程是人类

的物性维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物

充满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从技术的性质看，技术是人

构成技术实现的工具； 其二， 物构成技术作用的对

类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方式；就技术的主客关系而言，

象；其三，物构成技术成果的载体；其四，物构成技术

技术是一种“ 人为” 的过程，技术之物则是人为的结

产生的源泉。

果。 事实上，随着技术运用越来越广泛，技术化生存

２．技术的人性维度。 对于技术的人性维度，主

已经成为当代人基本特征的现实写照；从技术的发

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首先，技术是人的目的性

展来看，技术具有交互性广、迭代性强、延展性长的

的产物。 合目的性是技术的原始特性，也是技术的

高活性。

首要特性。 技术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出发点

４．技术的知性维度。 技术的知性维度主要从技

是人类的需要。 技术的目的性是人的目的性的投

术的可感知、可认知及知识特性等角度来分析技术。

射。 技术是人与非人因素的合成，两者缺一不可，分

技术的知性维度应当说包含了康德所说的感性、知

离不得。 其次，技术实现着人类的自我驯化和社会

性和理性这三个方面。 技术之所以具有可认知性，

变迁。 技术具有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二重

就是因为它蕴含了内在的技术知识。 技术知识由三

性。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人类现代化进程则开

部分构成： 第一，关于如何通过制造和利用某些物

始起步，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也都毫无悬念地

质产品或改变某些物质客体而去做某些事情的知

引发了人类现代性的自我审视并推进了社会现代化

识； 第二，关于在技术活动中的资源特别是物质和

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技术的功能、结构、形态携带

能量的知识； 第三，关于实现行动之期望结果的方

着丰富的人性。 在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技术设计

法的知识。 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可以说技术的陈述

常常要考虑人的身体形态结构和生理要素的相关数

性知识、程序性知识、规范性知识或者说技术的原理

据与技术及其产品相关参数的吻合度、宜人性所构

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价值性知识、实践性知识等，都

成的人机关系，同时还要考虑其功能、结构、形态与

是技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尤其要关注具有

使用者的道德、法律、伦理、习俗、审美、宗教等人文

方法论意义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类型不仅有助于

要素。 因此，人的自然特性和文化本性成为技术的

建立现代技术的本质观念和方法论意识，而且还有

“ 镶嵌之物” 。 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社会性，一方

助于把握技术的知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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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的现代维度视野下的
技术教育价值体系重构

问题、设计问题解决方案、实施问题解决、评价问题
解决的过程。 技术教育的学习过程，既是学生综合
运用知识和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

技术本质观的现代走向和技术现代维度的多元

学生学习新的综合知识与能力的过程。 技术教育对

结构，使得基于现代技术维度分析基础上的教育价

学生能力培养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意念的表达与理

值体系建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 技术教

念转化为操作方案的能力，知识的整合、应用及物化

育作为一种教育，是合目的、合规律相统一的教育，

的能力，面向真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创造的能力，

其首要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全面而富有个

基于可靠性、性价比的方案权衡和优化的能力，以及

性的发展。 而技术作为“ 多维度的合金” 也决定了

把有形的创造物转化为无形的智慧、把无形的智慧

技术教育育人价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

转化为有形的创造物的过程与能力等。 这些独特的

１．技术教育有助于学生理解当代的科技文明、

明晰技术发展的价值感与道德感。 技术是事实与价
值的统一。 作为人类能动的活动过程，技术渗透着

能力对学生能力结构的完善和当代核心素养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５．技术教育有助于学生完满人格的建构和工匠

价值、道德等文化因素。 如果仅仅把技术看作中性

精神的良好培育。 首先，就技术的本质来说，技术因

的工具，则忽略了技术人性、活性以及知性的维度，

人而生、因人而精彩，技术造就于人、服务于人，技术

这时便永远也不会发现技术背后隐含着的人的主体

保护人、解放人、发展人，因此技术教育具有丰富的

性及其所带来的价值属性。 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

人文性，它关心技术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匹配度，关

“ 人技观念” ，形成富有责任和道德的技术意识，深

心技术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影响，关心技术的人性取

化当今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绿色的技

向和伦理特征。 因此，技术课程的学习过程也是熏

术进步的价值感、道德感，是技术教育的重要使命，

陶德性与人性的过程。 其次，就技术的要素来说，它

也是技术教育的应有之义。

追求科学、崇尚优化、讲究效率，这有利于培养学生

２．技术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程序性知识、规范

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尊重规律、善于批判、讲求可

性知识、默会知识的有效建构。 现代技术的知识属

靠、注重质量等品质。 再次，技术学习是一个合作、

性及方法论特征为学生对技术知识、技术方法的掌

开放、严谨、细致和充满创造的过程，它对培养学生

握和技术经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技术知识是认知

的积极开放、不断进取、努力合作、敢于创造以及正

与行为统一的具象性知识。 技术教育强调手脑并

确对待挫折等积极情感和良好个性具有重要作用。

用、知行合一。 在我国学生现有的学习科目中，认知

最后，就技术的文化来说， 它还是培育学生劳动观

科目为主体，学生大都沉浸于陈述性知识和原理性

念、陶冶劳动情操、形成劳动习惯的良好载体。 技术

知识的学习中，易于使学生眼高手低、认知失调。 技

教育是个体享用功能和个体发展功能的统一。

术知识具有大量的程序性知识、规范性知识和默会

６．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教育

知识特征，因此，它对学生的课程学习来说尤为珍

对传承和创新人类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技术教育作

贵，是对认知科目学习的一个有益补充。

为传承、创造技术文化的重要力量，已经引起世界各

３．技术教育有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和动作

国的广泛关注，并将其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技能的学习与发展。 技术教育在学习方式和学生的

一。 技术教育继承、传播和普及人类积淀的技术文

多方面思维与技能转化及迁移中有独特作用。 技术

化，同时也创造和革新技术文化，引领“ 创新文化”

教育的 学 习 过 程 是 作 为 主 体 的 人 与 作 为 客 体 的

发展。 任何技术在凝结一定的原理和方法、体现科

“ 物” 合为一体的过程，是以设计学习和操作学习为

学性的同时，都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

主要特征的学习过程。 技术教育是以实践活动为主

人文特征。 技术教育也具有继承、传播、弘扬传统技

体展开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动作技能的学习与

术文化的功能，对历史上的优秀技术文化的传递、选

运用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精细动作、复杂动

择、创造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技术教育的

作以及一些具有技术含量的专有动作技能将会得到

这种功能充分表现在促进学生积累技术知识、形成

发展，且“ 劳力与劳心相结合” ，传统教育所形成的
“ 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 的片面发展模式将会得

对技术的文化理解、建立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技术
理念、养成与现代技术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等方

到改变，对学生的手眼协调、身体发育、体质增强和

面。 技术教育能够提升社会民主的进程和效率，推

劳动能力提升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技术教育的普及，

４．技术教育有助于学生以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技术教育的实践活

动立足生活世界和技术世界，是一个发现问题、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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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政治文化变革与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约 ２６０００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