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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发展中的
“德国经验”与“德国启示”

□　 李政涛　 文　 娟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虽然其研究主题、方法

和思维方式，历经多次演变，但贯穿其中的是一些既

构成了教育人类学的“德国风格”“德国传统”，也事

关教育人类学本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

题的提出、回答及其之间的交汇融通，或许能够为教

育人类学“中国经验” “中国话语”的生成提供思想

资源和发展动力。

一、如何回到并确立教育人类学的“原点”？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独立，首先来自于其“研究

对象”，这既是“学科原点”，也构成了“学科边界”。
历史和现实中的德国教育人类学，都以“教育中人

的形象”这一核心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原点”。 德

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视角、方法、分析单位、思
维方式，及其对于学科关系、学科地位的理解，都是

从此源头中流淌出来的。 “德国教育人类学的这些

多样特征都起源于‘教育中人的形象’的研究需要，
围绕着这一核心研究对象，德国教育人类学不仅以

旁观者的姿态和角度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辨，也不仅

是以田野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它思考的始终

是‘教育中人的形象’的动态形成和发展演进过程，
探究‘教育中的人’如何在教育历史和现实的互动

中形成，如何在个体自我塑造和外在条件的规范中

不断完善。”因此，这成为教育人类学的“德国经验”
“德国知识”和“德国传统”赖以产生的根源。 它背

后遵循的认识基础和理论预设是：任何教育思想和

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对“教育中人的形象”的思考与

探究，离不开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直面。 “教育

学需要以人类学作为基础，教育学始终以‘人’作为

研究对象，所有教育思想和教育问题都必须围绕

‘人’来提出，所有的教育学问题都指向人的确定

性。 具体而言，教育学关注人的问题，其独特性在于

以人在学习中的独特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关注教育

的具体实现过程，即人如何在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

自我形式中形成。”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和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中国教育人类学逐渐走向“文化人类学”，“英美传

统”成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主流。 以此为前提，中
国教育人类学整体上形成了以民族志和田野研究为

基本方法论、以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导向的研究

取向与风格，对少数民族、少数群体文化等特殊问题

的关注，超过了对“人”等普遍问题的关注。 这种对

教育人类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有可能将教育人类学

变成纯粹的“文化研究”，并等同于“民族志研究”，
进而窄化为“民族志研究中的一种”，造成“教育人

类学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
一旦缺失了对人的形象的理解、认识和建构，教

育人类学的发展根基和发展动力将会因此受损。
“人的形象”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只是一个

研究对象，而是教育人类学的“思考原点”和“理论

动力”。 当代中国教育人类学如果要创制属于自己

的理论，不仅需要在具体问题上进行以小见大的研

究建树，更需要回到原点，回到教育人类学发展原初

的根基和动力源泉之中，展现自身在这个时代，基于

自己的文化特性对人的理解，不断重构自身对于

“人的形象”的理解，形成基于时代特性的“人的形

象”的“中国理解”与“中国知识”。

二、如何把教育人类学变成“主流学科”？

　 　 为什么在德国教育人类学地位如此之高？ 教育

人类学何以能够从边缘变为主流，成为教育学界的

“显学”？ 从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至少

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启示之一，将教育人类学与普通教育学结合起

来。 英美教育学（如果还存在“教育学”的话）之所

以与德国教育学有明显的风格差异，原因之一就在

于英美教育学科体系里，没有“普通教育学”这个学

科，在德国，“普通教育学”就是德国教育学科的基

础理论和基本理论，它对其他分支学科具有持久的

影响力、渗透力和转化力。 教育人类学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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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终是在与普通教育学的互动中发展演变的。
“人的形象”成为德国教育人类学的核心对象，昭示

了其与普通教育学的内在关联。 这种关联是双向互

动、双向转换式的，是互为基础的：不仅普通教育学

是教育人类学的基础，教育人类学也是普通教育学

的基础。
启示之二，为人类学研究，作出属于“教育人类

学”的贡献。 德国教育人类学与普通教育学相结合

的努力，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但容易为人忽略的用

意：以（普通）教育学的方式，为人类学的发展作出

贡献。 利特克（Ｍａｘ Ｌｉｅｄｔｋｅ）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

在于：从“教育中人的形象”出发，采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流行的经验研究方法对“教育中人的形象”、教
育条件、教育结果三方面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

能够为人类学提供来自教育学的启发。 这一观点，
在“教育学”这一更具普遍性的学科的意义上，强化

了“教育学”，而不是“人类学”在教育人类学和人类

学中的 “存在感” 和 “贡献感”。 陆特 （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Ｒｏｔｈ）希望教育学通过教育人类学，以“教育中人的

形象”为载体，将教育学自身的观点与视角贯穿在

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 德国学者对于普通教育学和

教育学地位的重视，促使教育学得以通过“教育人

类学”这个平台，以普通教育为基础，思考“人”这一

不同学科的共通主题，生成并逐渐强大教育人类学

与其他学科进行平等对话、交流的机会与能力，在此

过程中，呈现教育学的自身逻辑及其与人类学逻辑

的关联与区别，彰显教育学的自我意识。 这一意识

在英美教育人类学以及中国当代教育人类学发展历

程中，始终是一种令人触目的重大缺失。 如果只有

人类学的逻辑，而没有教育学的逻辑，这样的教育人

类学难以在人类学世界中赢得真正的尊重。

三、如何在教育人类学领域
进行“跨学科研究”？

　 　 当“人的形象或图像”成为德国教育人类学的

核心研究对象，就注定了德国教育人类学浓重的

“跨学科”色彩。 德国教育人类学存在“综合人类

学”取向。 它试图综合所有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的研

究成果，尤其是与“教育中人的形象”的整体性研究

需要相关的研究成果。 对“综合”或“整合”的倡导，
在陆特那里，体现得最为充分。 他特别强调“从每

个单一学科中获得相关的人类学知识”，以教育学

内部的人类学知识为着眼点，将其他学科有关人的

知识综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教育人类学知识。 作为

一种整合式的教育人类学，德国本土的“经验式的

教育人类学”，以人的可塑与确定性两个维度的整

合性思维为基础，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

学中与此相关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具体研

究路线：从每个关于人的单一学科中，选择关于人的

可塑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既兼容人文精神科学、社会

学、历史学等学科，也包含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

学科，它们都属于陆特眼中的经验学科。 对陆特而

言，教育人类学应该是以“教育中人的形象”为焦

点，在多种经验科学相互交流中形成的，目标在于形

成基于教育学研究问题和数据处理之间的“整合”
科学。 “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服务于“教育中

人的形象”的整体性研究需要。 陆特认为，教育人

类学对人的独特理解，必须以“整合”的方式关注

“教育现象中的人”，其理论预设在于：教育人类学

的知识并不是来自历史中关于“人类形象”的论述，
而是来源于现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所形成的人类学知

识，这就使得教育人类学成为“整合科学”。 相对于

陆特，博尔诺夫（Ｏｔｔ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ｏｌｌｎｏｗ）的思考更进

一步。 他认为经验教育学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

题。 例如，教育目的问题：“对环境的信任对于青年

人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这是不能以有意创造的实

验条件来确定的。 其道理很简单。 因为实验假设的

信任不是真正的信任，它永远不可能具有由真正的

信任所产生的那种作用。 对于这种现象，解释学是

唯一可有限采用的方法。 想从远离现实的科学理想

出发而拒绝这种解释学方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博尔诺夫看来，即使是强调“整合”的“经验式的

教育人类学”，也无法解决其自身的研究对象。 经

验方法不能回答所有教育问题，例如“理解”“体验”
“直觉”等。

四、什么是“好的教育人类学”？

　 　 在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之中，“真实”和
“事实”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１９６２ 年，陆特提出了

著名的论题———“教育研究中的真实转向”。 他主

张将“真实的人类学”与“整体的人”的形象和经验

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 “真实的教育人类

学”，倡导对教育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经验式的研究

与回答，注重教育中人的真实情境，因而是“真实

的”教育人类学。 他认为，界定并体现“真实”的关

键词是“经验”：从理论来源和指向的意义上，“真
实”意味着来自于对人的真实生活经验，而不是源

于思辨和固有的观念，它具体指向于教育中人的真

实情况和基本属性；从研究对象的意义上，基于“真
实”经验的研究对象，是对人的特征与属性进行经

验学科层面的探究，为此需要各个“经验学科”的整

合；从研究视角的意义上，“真实”既是对象，也是视

角，更是方法论，它包含了对人的可塑性和确定性等

的研究，并因此构成“经验式的教育人类学”的方法

论前提，其中对“确定性”的研究，更强调数据和事

实的真实可靠。 由于陆特的教育人类学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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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追求与强调，被界定为一种“基于数据整合的

教育科学”。 尽管如此，陆特本人其实并没有因为

追求“真实”、强调数据，而放弃德国教育人类学传

统中对人的教育本质的强调。 他保持了对“可塑

性”这一经典主题的关注，坚持将“确定性”与“可塑

性”联系起来，解决之道依旧是重塑“教育中人的形

象”，将其界定为“整体的人”。 “整体的人”是“完
整的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应该被抽象化”。 教

育人类学必须以这样的人类形象为基础，反对任何

对人进行简化的观点。 这要求教育人类学不能仅停

留在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理论推演上，还是要借鉴相

关经验学科对人的研究成果来予以确定，通过“确
定性”的找寻，不断从具体而真实的层面对“可塑

性”的范围与限度加以说明与限定。 这样的教育人

类学是陆特所言的“真实人类学”，也是事实的科

学。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德国教育人类学中的“真
实”或“事实”的内核及其标准，至少可以带给当代

中国教育人类学界的启示在于：不断回到价值取向，
在追问中反省和重建价值取向，是教育人类学理论

发展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泉。

五、如何把“实践”变成教育人类学
理论创制的动力？

　 　 教育人类学理论的创制与发展动力从何而来？
德国教育人类学在人的形象或人的本质的跨学科探

究传统之外，又开辟了另一个“新传统”，即将实践

作为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动力。 与经典人类学和教育

人类学将“实践”等同于“田野实践”不同，在沃尔夫

（Ｃｈｒｉｓｔｐｈ Ｗｕｌｆ）等人的教育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下，
人们通过四种路径或方式来理解和表达“实践”。
一是将实践与文化“流动特性”结合起来。 通过聚

焦和挖掘文化运行的动态过程，来探究和表达实践。
教育历史人类学认识到，在全球化和跨文化背景中，
教育人类学若要对“教育中人的形象”有完整而准

确的认识，必须关注文化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对人的

影响，这是教育实践中的内在构成与核心特性。 二

是将实践与历史联结起来。 其背后的预设是：实践，
是历史中的实践，必将融合历史性。 教育历史人类

学强调，教育人类学要关注“教育中人的形象”在不

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情境中的差异，同时也不放弃

“教育中人的形象”存在的普遍、同质等因素。 三是

将实践与理论关联起来。 １９８２ 年，哈曼（Ｂｒｕｎｏ Ｈａ⁃
ｍａｎｎ）明确提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若想形成关

于人的知识，必须注意到，关于人的知识会因为时间

和空间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在质量和数量上有所不

同。”在哈曼看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关

于人的知识，不是固定、统一的知识，而是具有差异

性、流动性的知识，因而是历史性的知识。 这恰恰是

“实践”的特性。 四是将实践与社会生活勾连起来。
当表演、模仿、仪式等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教育历

史人类学把实践具体化为“表演实践” “模仿实践”
“仪式实践”。 但不止于此，在沃尔夫等看来，这些

具体的人类实践现象和实践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

和符号形式，他们具有调节社会生活，甚至塑造社会

的功能。 进一步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或者如何将

这些实践过程与社会生活整合起来？ 整合机制及载

体是什么？ 德国历史人类学选择的是“身体”，将其

视为社会运行机制的起点和重要机制。 它们既关注

“身体”的特定行为和表现与象征符号的关系，尤其

关注不同的时代特征对“身体”的影响，并以此出发

揭示该实践影响与人类生活方式与教育方式的关

系，也探究社会实践和身体的表演性特征，将“身
体”行为与特定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场景布置与展演

性以及实践性知识相联系，同时，还深究“身体”行

为所需要的实践性知识，即如何在模仿、仪式、表演

性等过程中加以实现。 他们深信，通过关注“身体”
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实践性知识如何形成，以及体

语、模仿、表演性、仪式等的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得以

形成和建构。
仅以“实践观”而言，虽然以教育历史人类学为

代表的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实践观”是对已有教育

人类学实践观的拓展和深化，但其至少存在三点明

显的不足。 其一，没有将“真实”与“实践”结合起

来。 我们看到了实践与理论的关联，这是德国思想

里从来不缺少的理论命题和理论基因，但我们很少

看到“实践”与“真实”的关联。 德国同行们似乎没

有看到：只有进入具体而微的实践，才是“真正的真

实”或者“真实的真实”。 其二，没有将“实践” 与

“人”结合起来。 德国教育人类学界很少有人将人

的理解和探究扎根于“实践”的土壤之中，把“实践”
变成理解人、发展人的根基，更没有把“教育实践中

的人”视为教育人类学的核心命题。 归根到底，德
国教育人类学的人论，是抽象基础上的“理论性的

人论”，而不是具体经验基础上的“实践性的人论”，
更不是“生命与实践融通” “理论与实践交融”意义

上的人论。 即使是聚焦并下移到表演、模仿和仪式

等具体实践行为的教育历史人类学，也没有形成整

体的“实践观”，只有碎片化的“实践感”。 其三，没
有将实践与变革结合起来。 德国教育人类学由于其

缺乏对真实具体的“教育实践”的关注，因此，把理

论的更新和创制，与教育实践变革勾连起来，例如，
没有将德国基础教育变革实践与教育人类学的重建

联结起来，由此成为没有教育实践变革声音和底蕴

的教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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