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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再认识

余南宁

(黄山学院教育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儿童中心论”是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我国对杜威的教育理论一直持否定的态度。不

少人斥责他过于强调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放纵了学生的自由，降低了教师威信、否定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杜威强调儿童是教育

活动的出发点。强调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促进儿童发展，同时杜威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应从教育、社会、儿童的基

本关系来理解杜威的。儿童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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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

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

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

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

围绕他们组织起来。叩霹这是杜威1900年在‘学校与社会’一

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杜威挑战传统教

育，提出。儿童中心论”的宣言书。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历史的

原因，我国教育界对杜威的理论一直持有微词．不少人斥责

他的。儿童中心论’过于强调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放纵了学

生．降低了教师威信、否定了社会的作用，甚至指责他是美国

教育的罪魁祸首。但是，仔细解读杜威的原著，发现杜威并没

有如批评者所说的放纵学生，摈弃了教师的作用，也没有否定

社会的作用。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了教育和儿童与社会

的联系．阐述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一、杜戚的。儿童中心论”是

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的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

盾尖锐，教育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热点，教育改革不断进行，

影响极大。杜威是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是美国赫

尔巴特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曾为研究与传播赫尔巴特及赫尔

巴特学派的观点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在实践中

逐渐意识到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并不能真正改变美国中小学

的现状，针对美国教育实际中日益凸显的问题，杜威开始了

对传统教育的思考和批判。杜威批判传统教育的课程“远离

儿童的经验”。肿努教材。是过去的学同和智慧的主要代表”。

。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nM

“教师告诉学生被告诉的事体，不激发儿童自动求知的本性，

却驱使儿童被迫地诵习代表事物的符号．即书本．硬以外烁

力量取代儿童潜在的动力。这种不调动儿童内在动力而填鸭

般地灌输知识。无异于强迫没有眼目的盲人去观看万物，无

异于将不思饮水的马强迫它饮水。这种忽视天性和压迫天性

的教育显然是愚蠢的。。分析其原因，杜威认为在于。学校的重

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

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本能和活动之中。叩弘因此杜

威提出要消除传统教育的弊病．就必须使教育实现重心的转

移．转移到儿童身上。

二、杜威“儿■中心论”的基本内涵

l√L童是教育的出发点．儿童中心是杜威教育观的基本

原则

杜威从生物进化论、心理学理论出发．提出了。教育即

是生长”。。生长”是指身体、智力和道德的生长。儿童未成熟

的状态和环境是生长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唯一的真正

的教育是通过对儿童能力的刺激而来的”．IIⅡ儿童的心理内

容是以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本能活动为核心的天生心理

机能的不断开展、生长。教育就是促进本能的生长。所以在他

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生长的过程即儿童生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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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批评旧教育最大的弊端是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

的直接经验，把学科看作是教育的中心，压抑儿童的革新和兴

趣；把外在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教育成为一种“外铄”的东西，导

致儿童在教育中的被动地位。所以杜威提出学校应该成为一

个雏形的社会，是。从家庭生活发展出来的”，伸儿童在他熟

悉的生话中活动学习。所以教育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教育

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身，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杜威强调经验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经验是人与环境

的“特殊复合体”，在教育过程中主要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

学知识，而是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去取得经验。经验成为儿

童各方面发展和生长的载体，在有教育意义的经验过程中，

儿童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形成了能力、养成了品德。而且经

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是处于流动、变化和更新之中．已

有的经验是获得新的经验的基础。所以教育的本质即儿童经

验的不断改造。

可以看到，在杜威这里，。生长”是儿童的生长，。生活”是

儿童的生活，。经验的改造”也是儿童的经验的改造。所以儿

童是教育的出发点。只有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才是真真正正

地。生长”、。生活”和“经验的改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

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是杜威教育观的核心．儿童中心

是杜威教育观的基本原则。

2．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依照儿童的兴趣组织各种活

动。促进儿童发展

杜威强调儿童具有自己的天性，。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

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

界”。忡舭兴趣是任何有目的的经验中各种事物的动力”，田m

儿童的兴趣很广泛，他们有交谈、探究、制作方面的兴趣和艺

术表现的兴趣。教育必须尊重和利用儿童的兴趣。当儿童。要

满足一种冲动或兴趣。意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而

努力则会有克服困难．熟悉教材，运用创造力，耐心，坚持和

机智的意义，它必然包含着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的

能力——以及要有知识；叩M所以儿童兴趣满足的过程就是

儿童主动作业、学习的过程，也是教学的过程。这样儿童的学

习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消极的接受或静听．而是

积极的吸取或经验。“上学便是一件乐事，儿童管理不再是一

种负担，而学习也比较容易。”陬n

3．在教育、社会、儿童的基本关系下理解杜威的。儿童中

心论”

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一个整体，民主社会是社威的理想

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主社会的成员，儿童是教育的出发

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样。在

教育的出发点儿童和教育的归宿点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

程。因此在杜威的理论中，儿童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

的，是教育的两个端点。

三、对杜威“儿童中心论”误勰的辨正

1．杜威并没有放纵学生，摈弃教师的作用

(1)虽然在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每个地方都表现出

自由和不受拘束。在各个课堂里，到处看到成群的小孩。由一

个大入集中起来，大家在谈论似乎很有趣的事情。(访问者)最

初以为自己迷失在一个大家庭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着很

愉快的时间。～学生们在课堂或任何其他地方可相互交谈。

而且常常兴致勃勃地讨论困难的问题。”咿但杜威同时强调

。那里有免于受束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允许流于放任。”阳

而且杜威还批评在当时的进步学校里，一些教师盲目崇拜儿

童的天性。担心自己作用的发挥会妨碍儿童兴趣的发展．因而

采取了。放手”政策．从而使儿童得到一些零碎的。甚至是无意

义的知识。杜威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不顾

和压抑儿童的活动；要么放任自流。”都是。愚蠢之举”．Ⅲ再

者，。儿童天然的或天赋的冲动和他们出生加入的群体的生

活习惯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指导或疏导。”即

。指导儿童的活动．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从而把它们渐渐引

到一个随着这条道路最终在逻辑上能达到的目的地。"『Ip．当

然这个目的地就是杜威的理想的民主主义社会。

(2)杜威批评了在传统的教育中把教师看成独裁的统

治者．在进步教育中把教师看成微不足道的因素．几乎是一

个有害的人物的观点。他认为。教师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明智

的领导者”。并进而提出。教师作为一个领导者，依靠的不

是其职位．而是其广博、深刻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如果

。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

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

头。”胆陟叠杜威以学生作画为例．论述教师的指导．。我们
要求儿童细致观察一下树木，把看到的和他自己画的作一处

比较，井对他的工作的各种情况作更精密的更有意识的观

察。”【晡但杜威强调的教师指导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

育外部灌输不同，。教师在学校中并不是要给儿童强加某种

概念，或形成某种习惯，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

儿童起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作出适当的反

映。叩M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两者的关系．“教师是一

名向导和指导者，他掌着舵，而驱动船只前进的力量一定是来

自学生。”阳由此可见。杜威所反对并主张抛弃的是一种外在

的强迫式的权威，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

杜威还进而分析了教师对社会的作用，他说。教师不是

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

成。“每个教9币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

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

长。”这样．。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

人。叩∞可见杜威不仅没有忽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杜威认为民主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共同

体，师生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和自由

的交往中实现着经验的改造。因此“师生的关系是民主和协

作的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学生才能形成社会需要的

精神。”fl∞在此前提下，教学作为“完全的师生协作关系”，成

为师生的共同活动。

2．杜威并没有否定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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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杜威强调儿童是教育的起点，。教育必须从心理学

上探索儿童的能量、兴趣和习惯开始”。但“～切教育都是通

过参与入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

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

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组合。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

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

面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

的集体。叩口这个过程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是平列并

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他认为：“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

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起点”。衅民主社会是杜威

的理想国。教育是从儿童通向理想社会的过程。

3。杜威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不仅分析了二元论的社会

根源，而且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外部

的、客观的知识与内部的主观的知识：主动的认识与被动的

认识；理智与情感等各种对立的概念，还指出所有这些分离

现象的顶峰表现是：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心灵与身体。仃州$
杜威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人在本性上

和在常态中是一个整体，只有理智与情绪、意义与价值、事实

与想像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品性和智慧的整体。”l稻‘主张

用连续的观念和交互作用的原则来思考问题即在承认两方

都存在的前提下，研究两者之间的转化和相互作用，寻找中

介物。因此，他用经验的概念来阐释知与行的关系，把知与行

联系起来；作为活动来阐释目的与手段在过程中的相互转

换；用教育来联通儿童与社会。

所以从思维方式来看，杜威不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完全否定教师的地位和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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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cognjtion of J．Dewey，s Children—centered Theory
Yu Nanning

(Education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 1，China)

Abstmct：Children—centered，I’heo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nant concepts of John Dewey，s phiIosophy

of education． Yet his philosophy of educa“on had long receiVed much controVersy in China after the

liberation due to some historical reasons． Many saw this theory 蠲 emphasizing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needs∞much 嬲to leave the children untrammeled；嬲a consequence， teachers7 autho—ty was weakened

and the society’裔 role was negated． Actu址ly， this is a one—sided View． What J． Dewey holds is￡王lat

childI_en aI．e the orientation of all educational activities，and he think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tailored to

children，s nature and to children，8 development bo出physically and menLaUy． Simultaneously， J． Dewey

objects to the thinking mode of duality antiIheses． J． Dewey，s Children—centered Theory should be

comprehended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society and children．

Key words：J．De’vey；Children—eenteI℃d 7nl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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