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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母乳”: 基础教育教材的
功能定位

高德胜

摘要 教材是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至今还不能给教材一个恰当、

准确的功能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教材功能的认识起起伏伏，在圣化与降格两个极端

中摇摆。对教材功能的定位，需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从学生立场来看，教材对学生来说，就

是他们成长所必须的“文化母乳”。作为“文化母乳”，教材不仅为学生的精神成长提供最基

本的文化滋养与文化保护，也是学生走向文化世界的阶梯。“文化母乳”这一功能定位的实

现不是无条件的，教材要配得上“文化母乳”的地位，必须具备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文化

滋养、讲好“文化叙事”、具有亲学生性、确定性与开放性等基本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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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实践中，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斯金纳甚至说，“无论你喜
欢与否，都是教材而不是教师在教学生”，此话看似极端，但不是没有依据，因
为学生在学校 80%以上的时间都用在学习教材上。［1］但如此重要的教材得到
的研究关注却比较少，这是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奇怪的现象。课程是学术研
究的焦点，“课程论”发达;教学也是焦点，“教学论”兴盛;教师与学生是教育主
体，关于教师与学生的研究也是成果丰盛。夹在课程、教学、教师、学生中间的
教材，得到的关注最少。零星的教材研究，也多是批判、质疑性的，即对已经开
发出来的、正在使用的教材进行批判性、挑剔性审视，发现其存在的各种缺陷。
而类似于课程论、教学论、教师论、学生论那样的“教材论”，即从规范的角度去
思考教材所应具有的特征，关于教材的原理性的思考，则极为少见。这种奇怪
现象的存在，原因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教材的开发往往掌握在官方和出
版商手里，教育学者在教材开发上的责任与权力相对较小，导致要么不去探究
教材问题，要么就是去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不少学
者以为教材是一个操作性问题，不适合进行理论性探究。结果是，课程论、教
学论、教师论、学生论都有了长足进步，而“教材论”甚至还处在起步阶段。一
个重要的表现是，我们甚至还不能给教材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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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知识载体”到“探索平台”

即便是不重视教材研究，教材也是教育领域中的一个坚硬的存在，其功能
无法忽视。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对教材功能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经历了从
“知识权威”到“学习阶梯”的演化过程。

(一) 权威知识载体
教材建设是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环节，邓小平指出，“关键是

教材。教材要反应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符合我国的实际要
求”［2］。在改革开放初期，教材建设成了教育回归正规、正道的一个重要方
式，教材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再加上当时知识信息的匮乏，教材几乎是获取
科学知识的唯一渠道，教材的权威性也因此得到了强化。在此后相当长的时
期内，教材就是权威的知识载体。对教师来说，教材的知识体系是科学权威
的，教材所指明或蕴含的教学规范也是必须遵从的，教学就是对教材的讲解;
对学生来说，教材中的知识具有绝对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学习就是对
教材的掌握。

有学者将这种教材观命名为“圣经式的教材观”［3］。这样的教材观并不是
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特定时期所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经学”传统，近
代以来，科学的地位日益突出，新中国的教育也不再是“经学”传统的延续，但
“经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去除的。可以说，作为权威
知识载体的教材具有了过去时代经书的地位，权威知识载体这一教材观在一
定意义上是“经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当代延续。而且，这样的教材观念，不是我
们独有的，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即把教材当作“圣书”( holy books) ［4］。

作为权威知识载体的教材，是学科知识本位的，即以特定学科知识作为教
材的基本内容。这样的教材功能定位，问题明显。首先是学生在教材的严密
知识体系中没有位置。教材对学生来说具有封闭性和排斥性，学生的经验与
思考在教材中没有得到体现，教材是外在于学生的学习对象。第二，作为权威
知识载体，知识至上，价值也没有适当的位置。教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教
育性是其所要实现的首要目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教材不只是知识载体，还应
是价值载体，即承载着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但价值具有主观性，与教材作
为权威知识载体的客观性要求有内在的冲突，无形中被弱化、排挤。第三，这
样的教材定位对教学也是一种束缚，教学变成了知识内容的传授，为灌输式教
学预备好了条件。第四，这样的教材及其定位在突出、强化教材所传授的知识
和观念之外，也屏蔽了其他观点和看问题的视角，对激发学习兴趣和培养人的
创造性极为不利。

(二) 教学材料
正是基于对权威知识载体这一定位的反思与批评，不少研究者开始对教

材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比如郭晓明将教材定位为教师进行教学的“材料”与



— 94 —

“工具”［5］;石鸥、张学鹏将教材定位为“教学资源”［6］; 孙智昌则认为“教科书
的本质是教学性;教科书的本质是教学活动体系;教科书的本质是教学活动文
本”［7］;杨启亮也将教材定位教学使用的材料，是引起某种关系理解、智慧活动
的辅助性材料［8］。

教材由原来的权威知识载体，一下子变成了“教学材料”、“教学资源”、
“教学活动文本”、“教学辅助材料”，地位真是一落千丈。对教材功能定位的巨
变，不单是学者的学术见解，也是官方课程改革文件的“暗示”。《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 试行) 将改革重点放在课程上，虽然字面上对教材的功能定位只
字未提，但却从有利教和学的角度暗示了对教材作为权威知识载体的反对，暗
示了教材服务于教学的新定位。［9］这样的定位，当然也不是什么新观念，现代
教育史上早已有之，且流传甚广。比如，日本筑波大学几十年前所编撰的《现
代教育学基础》就认为“教材非教育的主人公，而是一种手段”［10］。

将教材定位为教学材料，与将教材定位为权威知识载体相比，是从一个极
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体现出对教材价值的贬低。应该承认，教材有工具的
一面、具有工具化的功能，但这不是教材功能的全部，或者说不是教材功能的
主要方面，在工具化功能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将教材定位为教学材料、定位
为教学工具，实际上是没有看到教材在教学之中、在教学之外所具有的涵养学
生心灵、为学生提供文化滋养的功能。有学者觉察到了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
外一个极端的问题，认为贬黜教材地位，使其失去权威性并不一定是进步。［11］

但这种警惕与反思，仅仅站在维护教材的权威性这一个支点上，虽然对贬低教
材的危险有所警觉，但还是未能阐明教材所应有的功能定位。当然，从权威知
识载体到教学材料的钟摆式变化，也不是全无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跳脱学科
知识框架，从教学的视角来看教材的作用与功能。

(三) 探索世界的“平台”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对教材的功能定位有自己的理解: 学生探索

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平台。这样的理解并不否认教材的知识含量，而在于
如何理解教材中知识的作用，是学习的对象还是助推学生探索世界的基础。
我是将教材及教材中的知识理解为一个基础、一个平台，一个由此走向世界的
起点。［12］对教材的这一功能定位体现出了一种“中道性的创新”，即不走极端，
但又力图从新的角度理解教材的功能定位。不走极端体现在既不否定教材的
知识性，又吸收教材的教学辅助功能，但又不以工具性去贬低教材的功能。创
新性则体现在力图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从更大、更高的背景上去界定教材的功
能，那就是教材对学生的意义不仅仅是知识载体、学习材料，而是走向生活与
文化世界的一个平台和阶梯，教材最大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去探索更为广阔
的生活与文化世界，并为这种探索奠定基础。

反思教材功能的“平台”、“阶梯”定位，依然存在问题。首先依然是工具化
理解。虽然是从探索世界的角度去理解教材的功能，但依然没有脱离将教材
理解为工具的思维定式，未能反映出教材与学生文化素养提升的水乳交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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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第二，这一定位虽然突出了教材的学习功能，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的
定位，但对教材功能的理解依然有单一化倾向，即从知识载体、学习材料这样
的单一化转向了“助推”这样的单一化。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教材的功能定位起起伏伏。
先是将教材神化，将教材当作高高在上、权威性不容置疑的“圣书”; 然后走向
另外一个极端，去教材之魅，仅仅将教材视为教学材料、教学工具;接着是对教
材降格的初步拯救，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定位教材对学生发展所具有的助推作
用。有起有伏，就说明我们对教材的定位是高高低低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摇
摆，没有找到准确定位。探索世界的“平台”这一定位，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揭
示教材对学生成长的意义，力求调和两个极端，但依然没能找到教材的准确
支点。

二、“文化母乳”: 学生立场的功能定位

(一) 教材功能定位的学生立场
对教材功能定位的认识虽然起起伏伏，但有一个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站在

学生立场上来思考。教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对
教材进行定位，比如可以从学科的立场上对教材进行定位，那么教材就是学科
基础知识的凝练;从教师的立场上来定位教材，教材就是教学文本、教学指引;
从政府的立场上来定位教材，教材往往是官方教育意图、官方知识的体现; 从
社会的立场来定位教材，教材则是社会文化标准与文化规范的体现者、承载
者。不同立场上的教材功能定位都有自己的依据，都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
问题是，这些立场不能通约、不可替代，发生冲突时各说各理，找不到共同的标
准，不可协调。不同立场的功能定位实际上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从
不同立场出发的功能定位都需要借助、通过学生的学习来实现。不落实在学
生身上，凝练的学科知识就是抽象的存在，教学文本、教学指引的意义也就无
从体现，官方意图、官方知识只会落空不会落实，文化标准也无从树立。

站在学生立场上，从教材对学生的意义来给教材以功能定位，具有无可争
议的优势。首先，这一立场抓住了教材的根本。教材的存在，根本目的不是别
的，而是为了教育学生。如果不是出于教育学生这一目的，教材根本就没有存
在的必要。实现了教育学生，给学生以文化与价值滋养，才是教材的使命与德
性之所在。教材当然还具有其他价值，但与促进学生成长的价值比起来，都是
第二位的、附带性的价值。第二，关于教材功能定位的其他立场，可以在学生
立场里得到统一和落实。一方面，学科立场也好、教师立场也好、国家立场也
好、社会立场也好，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学生立场，都是为学生的成长服务的，学
生立场是这些立场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其他立场之上的教材功能，也需要
借助学生立场功能定位的实现来实现。第三，学生立场也是其他立场的“校准
器”。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给教材以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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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定位必须参照教材教育学生这一根本目的，否则就会在自身立场上走
得过远以至于定位失当。比如，站在国家立场上，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图，这本
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失去了学生发展立场的观照，就会不顾学生的发展规
律，无限加码，把学生无法理解的内容统统塞进教材里，结果是学生需要被忽
略了，国家意图也没有得到贯彻。

(二) 最基本的文化滋养
婴儿初生于世，母乳对他们生存与成长的意义显而易见。母乳不但能够

为初生婴儿提供足够的营养，还能提高他们抵御病毒侵袭的免疫力，而且通过
母乳与母亲，婴儿与世界建立起亲近关系，为他们后续的生长发育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可以说，母乳对婴儿来说，具有营养、保护、亲近、成长可能性这四大
功能。人是文化存在，身体发育需要母乳的滋养与保护，精神发育需要文化的
滋养与看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精神成长需要“文化母乳”。那么，什
么是儿童成长的“文化母乳”呢? 我认为是教材，是教科书。

教材之所以能够起到“文化母乳”的作用，首先在于其能够为儿童成长提
供基本的文化滋养。父母、家庭给予孩童的不但是身体营养，还有文化滋养。
但这种滋养是不系统、非正式的，虽然重要，但还不够，至多是一种“文化初
乳”。教材是经过精心设计、精心配制的“文化营养”，以家庭所提供的“文化初
乳”为基础，能够为儿童成长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滋养。

教材为儿童所提供的最基本的文化滋养，可以从知识、情感、价值这样的
维度来分类。各学科教材是人类最基本、最核心知识的“儿童版”，通过教材，
儿童可以“抄近道”接触到各个学科门类的知识精华。人是情感的存在，对世
界、对人间、对事物有这样那样的好恶，正当、健康的情感对人的意义不亚于知
识的掌握。教材直接的或间接隐含的对世界、对人间、对事物的情感态度就是
孕育儿童健康向上情感品质的基本力量。儿童的成长离不开价值引导，什么
重要，什么不重要;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什么值得追求，什么不值得追求，一
方面要自己去探索，另一方面也要靠教育引导，教材所给予的引导是全面而综
合的，其他引导方式与教材的引导不可同日而语。

教材所给予儿童的知识、情感、价值等最基本的文化滋养，是以融合的方
式进行的，具有其他滋养方式所没有的优势。家庭可以给予儿童以情感滋养、
价值引导，但知识性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家庭的情感滋养、价值引导是生活
性的，缺乏知识的支撑。情感、价值与知识是一体互撑的，缺少知识的情感与
价值容易流于日常、流于个人偏好，缺乏高度。教材给予学生的情感培育与价
值引导是与知识学习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有知识高度，另一方面，也具有其
他教育方式所不具有的公正、严谨与全面。比如，家庭也能为儿童奠定价值基
础，但却很难做到教材那样站在民族国家甚至是人类的高度进行价值引导。

也可以从世界观、人性观、民族国家认同这样的维度来理解教材给予学生
的文化滋养。人在世界上生存，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不但对人的发展与幸福至
关重要，对人所生存的世界同样影响巨大。在世界观问题上虽然不能强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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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但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说，在世界观问题上，可以有多样性与
丰富性，但世界观是有正确与否的判断的。一个人的世界观如果错了，所造成
的危害既是其本人的，也是他人和世界的。儿童世界观的形成受家庭、父母、
同伴、媒体、学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教材是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源。没有哪
种影响源能像教材那样从如此多样的角度深刻揭示世界的面貌。一个国家的
教材，在世界观问题上都是有共识的，或者说是基于一种共同的世界观之上
的。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世界的面貌，都是为了在儿童那里树立教材所主
张的世界观。而且，这种树立的过程，往往是无声无息的，儿童在没有自觉意
识的情况下，已经将教材所主张的世界观“位移”到自己的心灵结构之中了。

教材也是儿童人性观树立的重要力量。当然，各种教育力量都会引导儿
童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人性，但教材所给予的引导是最基础、最全面的，也是
最中正的。教材对人性观的引导既有横向的空间维度，也有纵向的历史与未
来维度;既有本国、本民族的认识，也有“他者”眼光; 既有直接的引导，但更多
的是与具体事件结合在一起的人性之自然展现。人性观与道德观是不可分割
的，教材在人性观引导的同时也在进行道德观的指引，学生对是非对错、善恶
美丑的认识，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教材所给予的引导具有道德标准的意
义。表面上看，教材对学生道德观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却是深层的，能
够进入到学生的无意识之中。教材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教诲性”，即引导学
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选择什么，遗忘什么。［13］也就是说，除了德育教
材，很多教材初看上去好像与道德没有关联，但实际上所有教材都在进行无声
无息的教诲。

人是群体存在，没有群体的参照，个人甚至无法说清楚自己是谁。人从来
既是“我”，又是“我们”。如果不能形成“我们”归属，一个人就是一个无根的
存在，既不属于哪里，又不被哪里所接纳，只能处在一种漂浮的境遇之中。“我
们”有多种层次，从家庭、社区、家乡到国家与民族，其中国家、民族认同既是最
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群体认同。儿童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形成，一方面来自日
常生活的文化熏染，另一方面则来自正规教育。在正规教育中，教材处于核心
地位。这是因为，国家与民族认同包括国土、公民资格、意识形态、政治制度、
语言、传统、祖先等多种文化维度，不是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教育所能承担的，只
有正规的、官方的教材才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工与协作，一体化地进行多维
度、多样态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教育，使学生逐步体悟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哪
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等关键性的认同问题。

(三) 文化保护与文化亲近
我们都知道，母乳不但为婴儿提供丰富的营养，还为婴儿提供免疫能力，

在人生的早期给儿童一个基本的保护，以免被病菌侵袭。母乳的这一功能，首
先源于母乳自身的纯净，婴儿在没有发育出足以保护自身的免疫力之前，只吸
收纯净的母乳，被其他病菌感染的机率就小。另一方面，母乳因为纯净，本身
具有抗病菌的能力，也能激发出婴儿自身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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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母乳”的教材，也具有类似于母乳的纯净和增强免疫力的特性。
杜威指出，“学校应尽可能消除存在于环境中的无价值事物。学校应该成为净
化行为的媒介”［14］。这一点更适用于教材，教材就是精选正向的、有价值的内
容，排斥负面的、无价值的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培本固原”，一
个是给幼小的心灵以文化保护。人性多维，儿童生活也有多种发展可能性，既
可能走向正路，也有可能走向歪路。教材净化性的内容与形式，就是要用健康
正派的营养去滋养儿童本来就有的正向精神力量，使健康的精神力量得到巩
固和生长。教材的这一净化特性，常常遭到批评者的指责，认为这种排斥负面
信息的教材世界是人为建构的虚假世界，是对学生的欺骗。这种指责看似犀
利，实则是不懂得儿童社会化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历史上的教育，向来都
是先给学生正面的滋养，使其生命中的正向力量得到巩固与发育，然后再慢慢
让其经历各种负面信息的考验。如果在儿童生命的早期，就将其置于负面环
境与负面信息之中，那就不是考验，而是毁坏。因为儿童稚嫩的心灵尚不足以
抵御恶的侵袭，这时候让其暴露于各种恶之中，其实就是放任恶对幼小心灵的
控制。从教材的净化特征来看，教材的“培本固原”与对儿童的文化保护其实
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通过教材的纯净而正向的教育，激发出儿童本身所具
有的纯正潜能，使良善情感在儿童心灵之中发育、壮大;另一方面，教材的纯净
也是一种隔离，即在儿童尚未发育出足够应对丑恶事物的能力之前让他们远
离丑恶事物以免被污染。

婴儿是通过母乳与母亲亲近，进而通过母亲与家庭、他人、周围世界保持
亲近关系的。教材也有类似的功能。儿童通过教材的学习，对民族文化有一
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在没有他者文化对比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意识不
到的。比如，我们天天接触汉语，不觉得汉语有多亲切，但一旦出国，整天淹没
在他族语言的氛围之中，一见到汉字，一听到汉音，熟悉感、亲切感就油然而
生。教材所培育的这种文化亲近感意义重大，因为亲近是桥梁，是儿童走向民
族文化形成民族认同、将自身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的媒介。有人会说，儿童在求
学的过程中对教材的感情并没有那么亲近，甚至有很多反感和仇恨情绪。应
该承认，这样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构。事实是事实，关键是如何理解、
如何解释。一方面，我们说教材是“文化母乳”，这是就理想的教材而言的，现
实中的教材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儿童对特定教材的反感甚至仇恨并不能否
定理想教材所应具有的文化亲近作用。另一方面，这里面有一个“迟到的顺
从”［15］问题。所谓“迟到的顺从”，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最亲近的影响会
有一种排斥，通过刻意保持距离以彰显自己的自立，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排
斥的则又会全面回归。比如，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不学父母，但长大
之后还是变成了父母那一类人。儿童对教材的排斥，也是类似的现象，虽然是刻
意摆脱，但实际上影响已经深入生命之底层，在后面的生活中则会渐渐显露。

(四) 走向文化世界的阶梯
婴儿总有断奶的那一天。如果母乳对婴儿吸收其他营养起着封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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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断奶，婴儿因为无法接受其他食品，营养就无以为继。由此出发，母乳起
码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是提供最基本的营养，另一个则是为婴儿吸收其他
来源的营养奠定基础。作为“文化母乳”的教材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在儿童尚
不能吸收、消化其他来源的文化养分时，教材为儿童提供纯净、纯正的文化滋
养。与此同时，还为儿童从其他渠道吸收营养奠定基础，使儿童在学习教材的
同时，有兴趣、有能力去探索广阔的文化世界。如果教材在给予儿童最基本的
文化滋养的同时，封闭了儿童由教材出发去探索文化世界、从文化世界吸收营
养的能力，那就是对儿童的伤害。作为“文化母乳”的教材不是封闭儿童的学
习能力，而是为儿童准备好这种能力。

如前所论，我们在对教材功能定位的认识中，教材作为学生探索世界的
“平台”与阶梯这一认识，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依然有进步意义。这一
认识的进步意义就在于抓住了教材在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滋养的同时也
助力于儿童对文化世界的学习探索。这样的功能定位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
现实依据的。人在世生存，探索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 合起来就是文化世界)
是终身课题。感受性的、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探索是一回事，对自然和社会世界
进行对象化的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和知识，我们就无
法对自然和社会世界进行有深度的探索。教材提供给学生的正是这些最基本
的概念和知识。第二，由于人是有限存在，而自然和社会世界则是无限的。有
限的人对无限世界的探索不能都是零起点的，不能每个人都从头开始，否则可
能一事无成，人类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可能。教材正是人类文化成果的精选，对
教材的学习其实是对人类文化精要的初步掌握，是为每一个个体的探索奠定
一个较高的起点。第三，教材不但是人类文化成果的精选，还蕴含着人类探索
世界的各种有益经验与方法，是对年轻一代的文化探索的方法指导。

三、“文化母乳”功能定位的实现

“文化母乳”这一定位一语道破了教材在儿童成长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
色。但功能定位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教材定位于
“文化母乳”，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教材就自然具备这一功能。教材要实现“文
化母乳”这一功能，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一) 全面、均衡的文化滋养
肌体发育需要各种营养，哪怕是一种微量元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婴儿发育

的问题，因此母乳的营养具有丰富的均衡性，能够为婴儿发育提供全面而均衡
的营养。教材作为“文化母乳”也应为儿童的精神发育与成长提供全面而均衡
的文化滋养，否则也会有“营养失衡”的问题。

首先是教材体系的全面与均衡。作为“文化母乳”的教材不是指某一单科
教材，而是整个教材体系。教材体系是由不同门类、不同学科教材所组成的结
构。教材体系的全面与均衡，一方面是指各类、各科教材的齐全，另一方面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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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各类各科教材的公正对待。我们国家的教材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的，齐全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正对待。也就是说形式上的全面与均衡不是问
题，问题在于实质上的全面与均衡。现实情况是，考试科目的教材独步天下，
而非考试科目的教材则处境不佳，教材体系处在一种实质上的失衡状态。对
教材进行区别对待的态度，对学生也会产生心理暗示，也会影响他们对待教材
的态度。

第二个方面则学科教材学段之间的均衡。教材作为“文化母乳”所给予学
生的文化滋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最忌讳高低起伏、秩序颠倒。我们过去的教
材确实存在着“小学难、中学易”、“中学难、大学易”这样的颠倒现象，新课程改
革以来，这一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局部问题依然存在。比如，有一些教材
为了迁就升学考试，五年级、初二的教材本子很厚很重，六年级、初三的教材则
很薄很轻，甚至还出现过教材管理部门要求其他年级教材都编两本，而初三只
编“全一册”这样的做法。一切都为考试铺路，这是典型的功利优先的思维，忽
视的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贬低的是教材的功能定位。当然，这类问题比较
明显，只要有足够的理性，解决起来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学习内容符合学习
规律的学段安置。教育学及学科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在教材编写上还
有很多空白点儿。对任何一个内容，进入教材之前，我们都要思考两个问题:
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内容?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学段来学? 实际上，我们现
在各科教材中的不少内容安置是未经这两个问题的考验的，之所以放在那里，
就是一种惯性，即过去的教材有这个内容，所以现在还要有这个内容，至于到
底为什么有这个内容、到底为什么将这个内容放在这个年段，是没有想清楚、
说清楚的。

第三个方面则是教材中知识、价值、情感的均衡。教材作为“文化母乳”，
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养分，还必须包含价值与情感养分，否则就是一种
“营养失衡”。在这个问题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知识至上，价值与情感缺
失。这样的倾向，不仅在科学类教材中存在，就是在人文艺术类教材也存在。
以德育教材为例，道德知识虽然是有益的，但道德教育主要的不是道德知识的
学习，而是价值引导与情感培育。但我们过去的德育教材罔顾道德教育的这
一最基本的特性，将情感培养、价值引导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偏执于道德知
识的学习，不切实际地渴望通过道德概念和知识的掌握来提高学生的道德品
质。为了实现“文化母乳”这一功能定位，今后的教材改革应特别探索价值与
情感教育的规律，人文艺术类教材应回到以知识为载体、以情感、价值为主导
的轨道上来;科学类课程则应努力实现以知识、价值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境界。

第四个方面就是学科与教育的均衡。在分科教学的处境下，如今的教材
基本上都是分科教材。数学不同于语文、地理不同于历史、物理不同于化学，
学科分类成了教材分科的标准，似乎学科内容更为重要。很多人，包括教材相
关从业人员与管理人员，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学科内容是教材的主导性内容。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导致教材中学科内容与教育维度的失衡。教材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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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教育任务，忘记了这一点的教材，无论学科内容多正确，都不是教材，至多
是学科内容的汇编。基于对教材教育性的认识，有人认为教材的内容既包括
学科内容，也包括学生的活动、练习、方法、评价、技术手段等过程性内容［16］，这
些过程性内容实际上就是教材的教育元素。有人将教材中的学科内容与教育
性元素归结为教材所要遵循的“内容律”与“教育律”，理想的教材是“内容律”
与“教育律”的融合与均衡，当教材的“内容律”与“教育律”发生矛盾的时候，
“教育律”是“第一律”，因为教材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问题，归根结底姓“教”，
不姓某个特定的学科。［17］

(二) 讲好“文化叙事”
人是叙事性存在，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我们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如

果不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根本无法说清楚自己。正是因为人是叙事性存在，叙
事对人的影响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一种影响，很少遭到人的排斥。“教材提供民
族发展进步的官方叙事”［18］，在建构民族文化认同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材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既在于教材本身的特性，也在于教材是儿童
群体最早接触到且日日相伴的正式叙事文本。

过去我们较少从叙事的角度去理解教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为没
有叙事的意识和自觉，各种教材不能构成一个总体叙事结构，不能以叙事为线
索对各科教材进行分工。一个国家的教材，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教材，虽然可以
分科分开编写，但总要在一个叙事结构下进行总体设计，以达成一个结构井然
的“鸿篇巨制”。概括说来，这一“鸿篇巨制”由不同的叙事类型组成，一类是历
史与传统叙事;一类是语言文化艺术叙事; 一类是政治与经济叙事; 一类是科
学探索叙事。各科教材以一类叙事为主，互相配合，共同组成一个总体叙事。
作为总体叙事的教材，共同讲好一个民族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将来
要到哪里去。在完成讲好“文化叙事”这一任务时，最忌讳的是各科教材各说
各话、相互矛盾、互相抵触。教材叙事的矛盾，带给学生的是混乱与怀疑，让学
生无所适从。虽然各科教材有不同的叙事类型，但都是为一个总体叙事服务
的，要讲“同一个故事”，要有共同的叙事格调。

教材总体上的叙事特征并不妨碍各科教材具体叙事形态上的个性。有些
学科可以以体系为主、以叙事为辅，叙事是隐含的; 有些教材则是体系与叙事
各半，采取半叙事方式;有些教材则可以以叙事为主、以体系为辅。但无论各
科教材采取什么样的叙事形态，一个国家的教材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总体
叙事的样态，否则就不能承担讲好“文化叙事”这一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
的过程中，需要破除体系优于叙事的思维定式。很多人从学科知识体系出
发，认为教材是以知识体系为结构的，认识不到叙事结构的重要性。实际上
体系与叙事不是矛盾的存在，完全可以做到二者的互渗互融。比如，各科教
材所共同构成的总体叙事，既是叙事，也是体系( 用叙事呈现的体系) 。再比
如，德育教材，总体上既是一种体系，也是一种叙事，各册自成体系，每课又有
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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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亲学生性
母乳为婴儿而生，教材为学生而编。这是简单而又困难的道理，简单在于

道理类比的直接，困难在于实践上的横生枝节。如前所论，教材确实有多种功
能，对教材功能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立场，这是诱发实践偏离的固有因素。我们
需要明白的是，无论教材还有什么功能，其所有功能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学生的
学习来实现，没有学生的学习，所有价值期望都会落空。因此，为了实现教材
功能的准确定位，必须牢固树立教材首先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观念。我们在
这个问题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比如，过去一个时期的教材从学科立场出发、从
直接贯彻国家教育意图出发，从考试竞争出发，忽视教材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
这一基本点，导致教材变成了学科内容的“压缩饼干”、变成了成人化的政治训
导手册、变成了变态的备考手册。这样的教材对学生来说是异己的存在，倒了
学习胃口，即使勉强咽下，也难以消化吸收。这样的教材，学科学习、国家教育
意图的落实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说教材名为教
材，实为“学材”，是作为“学材”的教材。［19］

既然是为学生而编的，教材就应该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将学生的成长需
要作为教材编写的立足点。教材编写中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直接从学科立
场出发，按照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来建构教材，基本不考虑学生成长的需要。
学习是人的天性，人本来就是学习的动物。儿童对自然世界有探究的需要和
兴趣，对文化世界有认识和体验的需要，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困惑，这
些都是教材建构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教材作为官方正式文本，不可能只
停留在学生当下需要的水平上，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的教材也不符合学生成
长的长期需要。教材编写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学生成长中的困惑和探索世
界的需要整合进学科内容之中，使教材成为既满足学生成长需要，又能引领他
们进入人类文化世界的力量。

教材的亲学生性还体现在对学生经验的接纳与提升，对学生认识、体验
世界方式的认可与引导上。过去教材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将学生经验关闭
在教材之外，教材讲述的全是学生经验之外的事情。为学生服务的教材没有
学生经验、没有学生探索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学生的轻视与不尊重，不符
合教育的道德性要求。学生的经验是学生进入教材所建构的文化世界的
桥梁，没有学生的经验，学生进入教材世界的难度加大，不符合教材的教育
性要求。当然，教材纳入学生经验、认可学生对世界的探索方式不是终点，
更不是目的，纳入与认可的目的在于提升与引导，在于借助学生经验与认
识方式引导他们进入文化世界，进而使其经验得到提升、认识世界的方式
得到矫正与引导。应该承认，不同的学科与学生经验的关系是不同的，有
的更为直接一些，有的相对间接一些。但无论是什么关系，教材都不能无
视学生经验、排斥学生经验。教材所要追求的是将学生经验提升到人类文
化的水平上，将人类文化经验下探到学生经验上，进而实现学生经验与人
类文化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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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材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教材是公共文本、是官方知识与意志的体现，因此教材不像文学作品或学

术思想那样享有自由表达。［20］教材不享有自由表达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政治
正确、知识正确、教育正确等。政治正确即符合国家的政治要求，在政治上没
有偏差和争议。知识正确是指教材的知识内容没有科学性错误，内容都是经
过验证、成熟的、公认的，激进的、个人性的、未得到公认的学说进入教材需要
附加一定的限制，比如只是作为参考。教育正确性即教材的“教育律”，是指教
材符合基本教育规律和规范，没有教育上的错误或“硬伤”。总之，教材是官
方、正式的文本，追求确定性，最能代表一个时期文化的水准，起着文化标准的
作用。

教材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封闭性，相反，好的教材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如前所论，教材作为“文化母乳”，不但要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滋养，还要
承担辅助学生走向文化世界的阶梯这样的重任。如果教材是封闭的，把学生
关闭于教材的世界里，辅助学生探索文化世界的功能就无法实现。

教材的开放性有一个前提，即如何看待学生。我们过去总是将学生当作
“受教育者”，结果就是突出学生的被动接受性，教材也因此带有包办一切的倾
向。如果我们转变观念，将学生视为“求学者”，教材和教育活动的一个目的就
是帮助学生的求学，情势则大为不同。具体到教材，确定性内容的提供，不是
为了控制学生，而是为他们探索文化世界提供必要的“装备”，既保证他们探索
的方向正确，又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方法。学生观的转变，带来的
是教材取向的转变，教材的封闭性减少了，开放性就加大了。

教材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师生的教材建构性上。教材是广泛使用的文本，
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具体使用者。但以普遍性为基础的教材，如果不能为特
殊性留有空间，无形中就有了封闭性。体现教材开放性的一个方式就是为具
体的学习者预留进入教材的入口和通道，为他们参与教材的建构留有空间。
具体说来，就是教材在确定性的基础上，为使用教材者独特的体验与看法留有
空间，为个体的创造留有空间，为学生发挥想象力、探索多种可能性留有空间。
有学者说，教材为学生探索世界提供“参考框架”［21］，但“参考框架”本身不是
目的，以“参考框架”为参考去探索世界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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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Breast Milk”: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GAO Desheng
(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Textbook research is one of the weak link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is that we still cannot give the textbooks an appropriate and accurat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textbooks
has been changing， swinging from the two extremes of sanctification and degrading． When we
consider the function of the textbooks， we need to stand on student's position． Considering the
students， the textbooks are the cultural breast milk which is necessary for students' growth． As
cultural breast milk， the textbooks not only provide the basic cultural nourishment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for the students' spiritual growth， but also are the steps towards the cultural world． To
implement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breast milk， the textbooks must meet some standards． It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cultural nourishment， narrate culture properly
and have basic qualities of pro-students， certainty and openness．
Keywords: cultural breast milk; textbook; function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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