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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长期以来面临认识论上的

也很常见，虽然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但是

根本问题。 这一学科领域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都受

研究者们对现实的理解并不充分，且严重缺乏问题

到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支配，而西方学术话语本身

意识和历史意识。 这些研究通常展示丰富的经验数

便存在着问题，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 随着

据却弄不清这些数据的实质意义所在。 尽管在许多

比较教育学在世界各地大学的建立，其一系列相互

细节上看似正确，在整体把握上却常常充满谬误和

关联的弱点日益显现。 社会科学建制的全部历史一

误导。 此类研究对于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的理解

直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比较和国际教育学者声称

表面化，不能深入洞察它们背后的社会及历史含义。

反对地方偏狭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以尊重他人、批

实际上，这种研究就是将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经验数

判西方中心主义为傲，追求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然

据直接插入抽象的西方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之中。

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一领域仍然充斥着狭隘视野以

表面上看，其设计和展开都很规范，但实际上却触及

及偏执的主义和观念。 大量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人

不到问题的根源。 抽象经验主义现象在对非西方社

员及其研究成果在探究非西方社会时严重缺乏对当

会的研究中尤其明显，西方和非西方学者都可能陷

地的认识和尊重，时刻夹杂着充满西方优越感的偏

入这种困境。 对发达社会的研究也存在着这种问

见。 因此，可以认为，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甚至在某

题，尽管不是那么突出。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心主

种程度上助长而不是消减了西方中心主义。 更为严

义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过去数世纪以来殖民主

重的是，非西方背景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向西方寻求

义制度安排所致，也是其结果之一。 在社会内部，尤

理论、方法和议题。

其是在移民国家，它表现为维护学术内部的种族歧

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中长期以来关于方法和方

视。 在比较和国际教育领域，许多研究者宣称反对

法论的争论并未引发其研究方法层面的实质性改

全球化霸权话语体系，批判西方强权主义对非西方

进。 尽管有大量关于比较教育理论批判和辩护的文

知识和价值的排斥。 然而，他们自己其实就是西方

献，但这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反而使得该领域的许多

中心主义者。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该领域的建设和发

研究者和学生感到无所适从。 当下的状况是，殖民

展是非常重要的。

主义倾向、对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迷信、对教育经验

自从与西方文化开始接触以来，非西方社会一

进行脱离社会背景的抽象阐释以及单一地从国家层

直面临着在西方文化和本土传统之间做出抉择的困

面诠释社会现象等都屡见不鲜。 如同大多数社会科

难，挣扎于如何将自身传统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融

学领域，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社会的教

合的困惑中。 本土传统知识和价值很少制度化地进

育时，很大 程 度 上 仍 依 赖 于 韦 伯 的 “ 理 想 类 型” 概
念。 “ 理想类型” 倾向于仅仅关注极端社会现象，忽

入正规课程体系，成为学校日常教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努力吸收西方知识体系长达数世纪之后，

略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连接。 然而，正是这种连接

不少非西方社会在制度上已经高度西化，其社会研

形成了全球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所以，“ 理想类

究中存在严重的“ 学术殖民化” 现象。 绝大多数社

型” 之说在当今应受到强烈的质疑。 抽象经验主义

会科学研究都是将长期累积的本土社会经验数据直

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又一表现。 抽象经验主义指社会

接置于西方理论框架之下。 对于多数非西方社会的

学研究中存在的从自身目的出发，大量收集数据却

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挑战西方理论学说即使不是

无法建立一个能够赋予这些数据以意义和价值的理

不可能，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比较和国际教育领域，

论框架的现象。 这种状况在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中

这一残酷的事实应引起学者的高度警惕。 尽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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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已经开始主动寻求更具现实解释能力的理

识传统提供生存空间。 非西方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

论，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们只是在抱怨国际学术

范式和方法维度的转变，而应该是全面、多层次和多

界的种种不平等关系，而非着力于解决问题。 他们

维度的根本转变。 非西方社会迫切需要深刻理解西

常常破而不立，虽然指出了现存体系的若干弊端，却

方和本土的知识传统，以便将二者融会贯通。 然而，

很少能够提出对未来改革具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

由于其现行教育制度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

全球化为发展不同于以往的新理论、新观点提
供了大好时机。 教育全球化进程亟待反思和重构，

非西方社会对持续影响其社会的本土知识传统知之
甚少。

由于现今网络联系不是上下等级式的，新的关于全

在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中，西方总是以明确或

球化的想象可以从世界的各个节点发起。 未来社会

隐含的方式作为背景。 深入了解西方以及所研究的

中多元的文化教育基础将不再是以人类社会曾经有

社会始终是必须的，二者缺一不可。 这远远超出了

过的各种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为基础，而是

通常关于社会背景的强调。 对许多非西方学者而

旨在加强对于人类整体的洞察和爱护，以多元文化

言，不幸的是，其所处的社会很少能够对这两方面都

的胸怀对待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及其教育。 我们需

有透彻的了解。 即使是日本与新加坡等最发达的非

要从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并使其

西方社会，也仍在为此而苦苦挣扎。 对于像中国这

成为全球话语的一部分，以促进更加公平、开放、包

样具有丰富历史遗产并且在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飞

容的跨文化关系。 因此，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中传

速的社会而言，这是最大的文化挑战。 当今的社会

统上把研究者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做法已不合时

科学研究者一方面对西方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对自

宜。 非西方社会的教育发展需要被置于一个容纳过

己身处的文化和社会所知甚至更少。 对于西方背景

去、现在、本土和外国 ／ 西方在内的整体中加以考察，

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必须意识到欧洲近代崛起是学

旨在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为其人民提供精神家园。

习其他文明的结果。 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的早期

尽管西方知识已经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互动是文艺复兴发展的一部分，并为启蒙运动中的

比较教育研究仍然深深地陷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二

科学和知识做出贡献，而启蒙运动则是欧洲崛起的

分对立的泥潭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亟须一

基础。 在过去数世纪中，由于西方处于发展的最前

个可以统摄过去、现在、传统和西方的整体视野。 大

列，西方学者往往缺乏真正向其他文明学习的动力。

量非西方社会在政治独立后基于西方经验建立了本

由于对他者知之甚少，当今很多西方学者并不擅长

国现代教育体系。 这种体系是以其传统文化中原本

研究非西方社会。

缺乏的西方核心价值为基础的，而西方价值观常常

日益技术化的世界正朝着高度专业化的方向发

与这些社会本身的传统不兼容。 迥异、甚至相互冲

展，人们倾向于孤立地关注细节而忽视整体。 当代

突的价值观的共存为这些社会带来了严峻挑战，使

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而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领

得其正规学校课程与经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巨大分

域则更是如此。 类似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和

歧。 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制约

国际教育在高科技环境中正在变成一孤岛：工于具

了这些社会中教育系统的运作，导致其教育系统难

体事项，却不能把握全球性要求，对人性更缺乏足够

以充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和个人。 更为复杂的是，

的关怀和理解。 当前的研究在道义、理论和实践上

西方影响力的世界性传播已经成为非西方社会国家

都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 长此以往，比较和国际教

建构的先决条件。 由于历史原因，几乎没有任何非

育研究者将永远无法理解整体，并且几乎注定无法

西方社会可以在不融合西方知识和价值的情况下得

实现这一领域长期以来的目标与使命。 然而，在前

到有效的发展。 因此，单纯拒绝或批判西方知识与

所未有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中，比较和国际视角的重

价值是毫无意义的，更明智的做法是找到解决问题

要性又变得尤其突出。 如果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能够

的办法。 自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更加开放，便会发现那些长期被认为是荒诞古怪的

目前已经在非西方社会得以制度化，并成为非西方

其他社会的思想文化与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契合和

社会深刻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从传统知识转向西方

兼容程度远远超出过去的想象。 这些共通之处为走

知识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制度上的。 这两个维

出一条真正的跨文明对话之路开山劈岭，使我们更

度可以分别被视为转变的魂和体。 虽然非西方社会

多地关注合作而不是冲突。 值得欣慰的是，近来社

的传统思想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根据西方的经

会科学界的不同领域均出现了包含着越来越多文化

验转化，但其现代教育体系已经逐渐且根本性地实

自信和自觉意识的去殖民化浪潮。

现了基于西方实践的制度化。 已经转化的体与转化
不足的魂之间存在紧张与不匹配。 这些非西方社会
的当代学术体系移植于西方，几乎没有为其本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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