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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学科起源考辨

□　 董　 标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一、汉语“教育哲学”百年表述引出问题

　 　 范寿康在 １９２１—１９２３ 年的论著 （德语和汉

语），特别是他的《教育哲学大纲》 （１９２３，１９３３），推
出了罗森克兰兹：“他写了一本《系统的教育学》，美
国人将它就译作《教育哲学》。 这样看来，美国的教

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１９２７ 年，陈科美写

道：“罗森克兰兹的《系统教育学》出世，‘教育哲学

之规模已具，哈立斯译之为《教育哲学》，大致尚云

和称也。’”陈科美说哈立斯“译”，怕是以讹传讹。
他认同把“教育学体系”翻译为“教育哲学”，即，“教
育学体系”就是规模初具的教育哲学。 他暗示，罗
森克兰兹就是教育哲学的开山祖师。 这一暗示，不
如范寿康所谓“美国的教育哲学”所指稳健，更与 ２０
世纪初年王国维等人的开拓性贡献不合。 若以陈科

美等标识教育哲学的学院建制派，以王国维等表征

教育哲学的职场自治派，则，自治派与建制派的关

系，令人纠结。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林砺儒的著

作，在不否认美国人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时，更倾向于

德国教育哲学：“１８４８ 年德人罗森克兰兹发表 Ｐａｄａ⁃
ｇｏｇｉｋ ａ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这个名称也只表明他的教育学理是

有系统的，成体系的。 而后来美国人把这本书翻译

成英文，就给它改名为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
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林氏在鸟瞰

“现代教育学演进”时，实用主义，是唯一专论的德

国之外的教育哲学。
王国维、孟宪承、林砺儒等，规划了一条起于德

国的教育哲学寻根路线。 这条路线正确。 不过，林
砺儒所谓“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一说，与前述

陈科美的“暗示”，一同表明，罗森克兰兹一本在美

国的转换，产生了“教育哲学”概念。 这是错的。 前

述各位先进，价值立场不同，政治选择各异，建制职

场有别。 若以对教育哲学的系统性知识贡献大小来

估价历史上这精彩一幕（思想时刻或高光时段），则
学院建制派遥遥领先。 若以深刻的教育哲学洞察力

为尺度衡论之，那么，职场自治派的贡献要大得多。
我们须尊重教育哲学学术历程的轨迹，先登陆美国，
考订、勘误、澄清若干基本事实，化神话为历史，方有

望远行。

二、“教育学体系”的美国转运造成假象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本土发生了一次场域受

限的 “哲学突破”。 《思辨哲学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西部》 （Ｗｅｓｔｅｒｎ）两大期刊，
连同黑格尔学会、康德学会，特别是“圣路易斯哲学

学会”，对美国不算太大的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与
传统决裂，唯理性是从”的启蒙运动，激发了青年学

子的探究兴趣，最终改造了美国人的 “国民性”。
《思辨哲学杂志》是美国第一份专业哲学期刊，１８６７
年创刊（半年刊），（起初）以发表（德文的）译作为

主。 第一任主编，是“圣路易斯哲学学会”发起者、
声名显赫的哈立斯。 人们一度认为，他“长于奇思

妙想，总是不切实际”。 实际上，他是美国第一位教

育哲学家，美国轴心时代当之无愧的轴心人物。 据

认为，三者一度对民主主义构成严重威胁。 《思辨

哲学杂志》第 ６、７、８ 卷，连载英译过来的罗森克兰

兹的“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ｓ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４）。
没过几年，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ｓ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被改头换面为《教
育科学》发行。 至迟自 １８８６ 年起，哈立斯主编的

《国际教育丛书》，开始出版（至 ２０ 世纪初）。 这年，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ｓ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以“教育哲学”为名，作为这

套丛书的第一本印行 （译者署名未变），后多次

重印。
哈立斯推崇黑格尔，爱屋及乌。 看来，正是哈立

斯并且只能是哈立斯，在美国学界对“教育学”懵懵

懂懂之际，把罗氏的《教育学体系》，改造为“教育哲

学”。 归属职场自治派的哈立斯，把“教育哲学”强

力渗透进学院建制派，扶植杜威一代又一代。 这再

次证实，自治派的教育哲学洞察力，不时高于建制

派。 若只就此番转运的知识价值而论，虽然阴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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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错上加错，但是一旦将错就错，势必 “可以为

错”。 令哈立斯意想不到的是，经他之手，造成一种

错觉，进而成为传统：德国哲学就是黑格尔哲学，德
国教育哲学，就是黑派教育哲学。 在 ２０ 世纪初年的

美国，黑格尔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广为人知，而
康德的，几乎闻所未闻。 这个传统，显然是片面的，
不幸的。

在欧洲，很少有人提及的《教育学体系》，在美

国，从原名直译连载并同步出版（１８７２），经过“教育

科学”的短暂过渡（１８７８），最终转型“教育哲学”
（１８８６）。 十几年后，从大的方面说，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强国；从小的方面说，杜威等人的“教育哲学”，
在东亚（日本、中国）深度传播。 大大小小的两股力

量，造成了美国是“教育哲学”创始国的假象。

三、１８０３ 年德国“教育术哲学”一例

　 　 １９ 世纪初年，瓦格纳的《教育术哲学》 （１８０３）
一著，是目前所见西语中最早的名为“教育哲学”的
著作（康德的《论教育学》同年出版）。 在《教育术哲

学》 的 基 本 理 论 部 分， 瓦 氏 用 的 教 育 概 念 是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其他部分用 Ｂｉｌｄｕｎｇ。 前者秉持内发论的

传统，个人经由引导 （发展） 而外化，与 ｅｄｕｃｅｒｅ
接近。

Ｂｉｌｄｕｎｇ 偏向外铄论。 教化，既激发个人并使之

成熟，又培育文化使之成熟。 对照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 与 Ｂｉｌ⁃
ｄｕｎｇ 显见，后者兼容人类教育的共同理想。 它不限

于任何特定的人，与年龄、性别、民族、群集（群体、
阶层、等级、阶级、集团）无涉。 Ｂｉｌｄｕｎｇ 既不是一个

数量词，也不是一个分类词。 看来，光是揭示出共同

理想，是远远不够的。 但至今没见谁清楚地解释过

它，倒见有人公然声张，“莫指望我界定它”。
Ｂｉｌｄｕｎｇ 的复杂性，与它是一个哲学概念甚至是

一个神学概念有关，与它是信念心语的隐秘用词有

关，与它在德国的人文学科里面发达起来有关，与德

国独特的（圣经）解释学传统有关。 它不是自然科

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与高纯度知识关涉

有限。 科学知识和技术规程，在这里几无用武之地。
Ｂｉｌｄｕｎｇ 的复杂性还在于，德国人在不断改造它。 这

意味着，流变的 Ｂｉｌｄｕｎｇ，既反映了德国教育学的生

生不息，又使教育学的跨文化交流误读纷呈。 例如，
“教养”“教化” “风化” “修养” “陶冶” “陶养” “熏
陶”“陶瀹”等不太偏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词

汇，加上“超越公德和私德”的苛刻限制并导向“美
丽心灵”之后，似之。

在“教育”之于个人的意义上，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 和 Ｂｉｌ⁃
ｄｕｎｇ 二者的方向相反，终极目的如一，阶段目标不

同。 抽象的教育、理念论的教育，是引出—内发—外

化的；具体的教育、经验论的教育，是教化—外铄—

内化的。 瓦氏兼取推演—经验两种知识论模式，这
在德国“文化”中，是有点冒险的。 在论述体育的地

方，瓦氏用 Ｂｉｌｄｕｎｇ。 Ｂｉｌｄｕｎｇ 跟维柯提示的 ｅｄｕｃａｒｅ
（身体训练）不通约。 这很费解。 但若把体育与民

族精神或国家理性联系在一起，则瓦氏是在通过体

育塑造文化的意义上，在谋求个人与文化整全一致

的方向上，使用 Ｂｉｌｄｕｎｇ 的。 这又是非常合理合情、
恰到好处的。 其实，只有在“（经由）教育塑造文化

的意义上”，才充分显示了 Ｂｉｌｄｕｎｇ 的高妙无极。 先

人时贤对善政美俗的无限向往，自在实现的途径和

力量。 传播学，用 Ｂｉｌｄｕｎｇ 等，刻画“校外世界”、校
内外的边际世界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宣

化过程中的“教化”，完全打破了学校教育之“教养”
视界的囹圄。 政事之本，移风易俗，自为自成，经世

致用。 最早的教育哲学著作，既暗含教育教化和合

共建的双修良筹，又带给我们普遍的历史温情和悠

远的蓬莱体验。

四、１８０３ 年前德国“教育哲学”主流

　 　 康德、莱辛、赫尔德，给德语教育学联结哲学的

谱系输进哲学的血液，铸就哲学的规范，澄清、辩护

教育学的正当性，崇尚公正的人性，预留“入圣”（取
悦上帝）的余地，才是主流。

呼唤教育革命，就是康德的教育学行动，就是引

领革命方向的教育哲学。 但有材料显示，康德是主

张改良、反对革命的。 于是，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

题：康德高举的“教育革命”大旗，是不是他“服膺绝

对主义国家”的外衣？ 进而，不得不假设，在康德的

政治取向与教育认知之间，存在区分的空间。 康德

完成了两个实实在在的革命：帮哲学从神学手中争

得自己的权利，帮教育学从哲学天国中夺回自己的

领地。 这二者，一个成功，一个败于一时。 他的教育

学教习接班人赫尔巴特，居然把教育学当副业。 但

莱辛和“魏玛朋友圈”，连同“朋友之友”，或与康德

同时，或在康德稍后，总在赫氏之前，把浑然天成的

教育哲学，推展为德语教育学的灵魂或最高原则。
几乎在康德开讲教育学的同时，莱辛悄悄地动

笔写作《论人类的教育》（１７７７—１７８０，又译“人类的

教育”）。 莱辛是作，既是稳健深邃的“教育哲学”，
又是狂飙突进的涌动藏形。 有的人断言，莱辛“以
前为最高哲学家，而今是最高教育家”。 有的人写

下日记：“《人类的教育》内含一种理智超绝、内涵丰

富的启示观：启示即教育。”教师形象，在《人类的教

育》中占据“主导地位”。 它，非但全无英语“教师”
一词“迂腐显摆，刚愎自用，坐井观天”的偏见。 相

反，助人摆脱黑暗、战胜迷信的强烈使命感、“超凡”
感、“入圣”感，像是文明原动力的人格化———莱辛

以自己的体悟，缜密的思路，置教育于人的成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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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原动力地位。
在朋友圈和朋友之友中，赫尔德是最具学校管

理和教学改革经验的思想家。 他曾给自己创办的一

所新式学校拟订一套教学计划，被英译作“人的哲

学”。 看来，那时在赫氏心中，哲学是教育取向，教
育是哲学实践。 从赫尔德的思想中，当能发现推演

他的教育哲学的基础：“民粹主义：价值观归属群体

或文化，不为政治或国家占据。 表现主义：一般人类

活动、各类艺术创作，是交往过程，是理解个人特性

和群体精神的根据。 多元主义：文化和社会的价值

观，非但是多样的，而且是不可通约的。 把具有同等

效力的种种不相容的思想观念，与古典对理想人、理
想社会的种种描绘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拼在一起的做

法，本质上是不合逻辑的，也是无意义的。”这三点，
虽然每每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道德、历史哲学

和审美旨趣作对，但主要是反对支配它们的思想基

础———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 赫尔德不是在孤军奋

战，年轻的大洪堡紧随其后。 机械主义和物质主义，
知识和艺术的碎片化，高度体系化的哲学，反思与实

证结合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缺乏，在大洪堡看来，都是

“与人的真正本质对立”的。 后来，狄尔泰“进一步

打击了启蒙运动的教育工程”。 这就不难理解，怒
对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为法国爆发大革命欢呼雀

跃。 但德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满腔热情是一

回事，是否理解大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意义，是另

一回事。 老辈如康德、小辈如黑格尔等卓越者，把法

国大革命当成降临人类的一阵“福音”，或看作是对

人类精神的伟大“启示”。 此间，赫尔德是少数几个

试图唤醒“沉睡的德国人”的诗人之一。
非但如此。 赫尔德可谓“德国精神”的提纯师

或设计师。 赫尔德的“精神”，被黑格尔、施莱尔马

赫、狄尔泰等人，以不同方式内化、同化，然后，“外
化”出斑斓的精神之花。 赫尔德的著作《也谈人类

教育的历史哲学》（１７７７）、《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
（１７８４？）等，“多次出现了人类教育的概念和论题”，
传承多少世纪以来的伟大梦想———“人的神圣形象

的实现”。 人的内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不计利害

的超越理想的原动力。 经由教化陶瀹和生存竞争的

千难万险，至真至纯的人性之花，绽然开放。 其他文

化类型，不便与这种有点神秘性的使命感、“超凡”
感、“入圣”感比对。 康德的名言———人只有受过教

育才能成为人———说的未必不是如何成为具有“美
丽心灵”的人的问题。 从莱辛到谢林的德国哲学

家，秉持“教育是传授给个人的启示；启示是传授给

人类的教育，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的坚定信

念，在“想象自由”的方向上，时而稳健、时而迟滞，
但总是“不断地”践履启蒙使命。 在莱辛那里，艺术

的本质是教育性的。 谢林论美，则是为了推进人类

的思想道德建设。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美丽心

灵”的神秘性，无非是教化无形，启示悟性。 启示的

真理转化为理性的真理，有益于全人类。

五、高位观照势当迎来精彩思想时刻

　 　 教育哲学以高位观照立言，德国哲学和怀疑主

义做出了榜样。 高位观照的对象，是教育过程的经

验领域和超验领域及其联结。 观照的方法，是超验

检验经验、超验的自我检验以及经验的反思升华。
观照的出发点，不为学科制度主宰，不受教育哲学是

不是一门学科之问的限制，不为教育哲学是怎样一

门学科问题囹圄。 问题，不因是否属于某学科而降

低或提高其价值。 用学科给问题划界，问题永不得

解。 学科制度出自人为，没有普遍标准；教育难题源

自天性，贯通中外古今。 学科至上心结，使问题学科

化。 学科化了的问题，因割裂了整体联系而消弭自

身，残留下来的只是学科话语。 若教育哲学贫困，是
为缘由之一。 若贫困的教育哲学难以脱贫，恐怕与

学科意念压倒问题意识有关。 压倒，再被别的压榨，
并且如果是长期的话，那么，贫困必然固化。

百年来，学院建制派言必称罗氏但并未探明究

竟，这是出于学科关注的无奈，抑或别的？ 即便看重

学科，亦得把教育哲学的故乡定位在欧洲。 如此一

来，开发教育哲学的外部资源，就不一定非得从美国

着手了。 是的，当初那个所谓的“创始国”，一直是

教育哲学教科书的“高产国”。 就教育哲学———思

想、课程、学科———的异质性及其厚重感而言，美国

比不上欧洲，这大抵是无须论证的。 同理，教育哲学

不止于教科书，这大抵也是无须论证的。 美国百本

教科书，未必抵得上巴西一本《被压迫者教育学》或
其他，这大抵还是无须论证的。 德国的睿思哲人，淡
泊教育哲学之名，践行教育哲学之实，基于推演理性

和宗教精神。 英国的思想巨子，以种种哲学之名，探
教育哲学之路，出自经验理性和产业革命。 法国的

国家精英，介入生活，殚思怀疑，反叛浮躁的人文主

义，首创现实主义教育哲学。 怀疑主义，经天纬地，
虽然倏而中断，却也中兴在望。 美国人稀缺传统，轻
装前行，活力四射，天性包容。 什么经验论，什么理

念论，什么别的论，只要有用，必为所用。
建立全球教育哲学资源（外部资源）与内部资

源［中国古典的、现代的（包括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

中国大陆各类地区不同传统的）、新传统的］的联

系，睿思教化，培本固元，怀疑反思，敞亮兼容，培育

并重启学院建制派与职业自治派的关系纠结且维系

之，在高位观照的方向上，提防科学方法，聚焦根本

问题，竭诚而为。 精彩的“思想时刻”或高光时段，
料必重现并逡巡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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