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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wey studies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ociology. He think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society is the adaptation of life, and youth education is the necessary means for subjective people 

to get to society. Valu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being satisfied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is the embodiment of man's value. Through the means of education, it reflects 

man's usefulness, meets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meets the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man's own development. Young 

people's educa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growth and experience.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ranscends and 

innovates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 aimlessness of education is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Value evalu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ridge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value. The viewpoint of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s embodied in the 

idea of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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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杜威从人类社会学的视野展开教育哲学研究，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生活的适应，而青少年教育是主体性的

人通往社会的必要手段。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人的价值的体现，通

过教育的手段，体现出人的有用性、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人自身发展的不同层面的需要。青少年教育即生活、

生长、经验的改造，杜威的教育理念对传统教育的超越与创新，教育的无目的性是科学教育的价值观，价值评

价是弥合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有效途径，实践的观点、经验的观点体现于“做中学”之理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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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系统介绍了他的

青少年教育理念，他的教育哲学是对传统教育哲学的

扬弃和超越，强调青少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未来

社会的成员，因此，注重对生活的回归、知行合一、

做中学。杜威的青少年教育理念符合美国当时的基本

国情，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世界各国的青少年

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2.杜威的青少年价值教育是对传统道德教育

的批判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彻底反对青少年教

育脱离社会现实，教育脱离青少年发展实际，作为主

体性的青少年不仅接受直接经验的教育，而且善于通

过语言的沟通、交流学习间接经验。反对传统的道德

灌输理念一直是西方道德的理论起点，杜威倡导实验

主义的新教育，“本身就是对于传统教育不满的一种

产物。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批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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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批判传统青少年价值教育的教育灌输 

所谓传统教育，杜威实际上反对的是自上而下的

教育灌输，外部目的的强加，反对将成人的标准、教

材和教学方法强加给未成熟的青少年，反对价值教育

脱离青少年的经验。“我们评论过三中思想：一，把未

成熟状态看做缺乏发展；二把发展看做对固定环境的

静止的适应，三关于习惯的将硬性。三种错误思想在

教育上对应的错误是：第一，不考虑儿童的本能的或

先天的能力，二不发展儿童应付新情境的首创精神，

三过分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理解能力，以

养成机械的技能” [2]。反对将说教作为唯一的价值教

育方式，反对将教育者的标准成为青少年价值教育的

内容，反对将知识标准的复制作为价值教育的理念。

反对传统道德灌输的价值教育理念，得到教育界、理

论界的支持和拥护，成为现代教育的共同倾向。 

2.2 批判传统青少年价值教育阶段的不衔接性 

青少年的成长是有阶段性的，价值教育也应该有

阶段性，杜威反对将成年人的标准理解为青少年的文

化心理需求。“所谓总体性，并不是指没有希望的一件

数量的加法工作。确切说，它的意思是指对于所发生

的许多事件的反映方式的一致性。所谓一致性，也不

是指字面上的同一性；总体性就是连续性，把从前的

行动习惯继续下去，加以必要的调整，使它妇幼生气，

不断发展[3]。”马克思曾经提出两个世界的标准，即人

的世界和物的世界，进而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

基础上发现了资本的逻辑本性，异化成为一个关键词，

得出了金钱拜物教的结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强调

内化与外化，杜威的教育目标是个人的自由个性，独

立人格发展。“教育的生长性、意义生成性、经验改造

性”的命题则恰恰是从存在论、价值论的角度论证了

教育连续性、发展性、开放性、实践性的必要性。 

2.3 批判传统青少年价值教育整体性的缺失 

传统的青少年价值教育都是国家、社会制定的

具体的课程目标，教师负责将教材的内容复制到教

学中去，无法满足受教育主体的需要。对杜威影响

比较深远的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环境成为教

育的资源，情境的创设是教育者的责任，青少年的

成长空间包含家庭、学校、社会，因此他强调学校

即社会。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如何定位社

会？如何整合环境的教育资源是他的经验主义改造

的一个重点。“教学应从学生的经验和能力出发，使

学校在游戏和工作中采用与儿童、青年在校外所从

事的活动类似的活动形式[4]。“环境、生活条件这些

词，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

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环境包

括促成或阻碍、刺激或抑制生物的特有的活动的各

种条件[5]”。价值教育应该关注青少年生活环境的整

体性、青少年的发展和教育连续性及二者的互动关

系。 

3.杜威的青少年价值教育是教育目的与手段

的统一 

杜威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教育的无目的性，国内

外学者从文本考究、逻辑推演等多个教育加以解释，

实则无目的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教学的具体活动

来说教育是无目的的，而从教育的效果、教育的长远

来看，教育的目的是青少年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

是民主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教育的生活

性、经验性则是教育手段的具体化实施过程，是科学

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 

3.1 杜威的情境教育——经验的改造是价值教
育的手段之一 

“情境教育”自杜威提出来以后，与建构主义理论

的观点相得益彰，例如苏联的脚手架理论，皮亚杰的

发生认识论、科尔伯格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教

育者根据青少年的心理年龄，创设不同的教育情境，

满足不同阶段青少年的发展需要。教育目标的相对性，

不同的教育内容、教育目标不是先验的而是根据具体

的情境、具体的青少年主体、具体的活动而动态发展

的。“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

调，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6]。”杜威的青少

年价值教育观本质就是重视生活、过程、创造、经验、

活动等，价值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经验是个

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形成。 

3.2 杜威的价值教育目的——民主主义社会的
形成和完善 

杜威的价值教育目的看似无目的性，“教育就是

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7]”。 “教育过程

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8]”。实则

是教育过程以外没有目的性，教育过程内在的目的性

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目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第

九章对传统的自然目的、社会效率目的、文化目的加

以扬弃和创新，提倡价值教育应该具有符合青少年个

人发展目的和社会进步目的的双重目的，而杜威所在

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理想社会目标是民主主

义，因此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他的价值教育理想

目的是达到培养民主主义社会的合格接班人。 

3.3 价值教育与民主主义社会是目的与手段的
辩证统一 

杜威从存在论的层面出发，通过自然事实向社会

事实过渡，弥合了休谟“是与应该”二分法难题，价值

评价成为杜威连接价值与事实的一个衡量标准，价值

评价既是人的主观的评价标准，同时又不能脱离实际，

这实际上是对价值哲学的一个贡献，也是实用主义的

逻辑推理使然。“在教育上，我们可以肯定，科学的教

学应该使科学成为学生生活中的目的，科学之所以有

价值，是因为科学本身对生活经验所作出的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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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贡献。科学首先必须具有‘欣赏价值’” [9] “教育

价值的理论方面的争论点乃是经验的统一性或整体

性问题。从根本上讲，关于价值和价值标准的问题，

乃是生活兴趣的组织的道德问题。从教育方面说，这

个问题关系到学校材料和方法的组织，使经验富有广

度和丰富多彩”[10]。教育的价值目的既是青少年成长

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点无需强调，而

教育手段、教育方法的创新这是民主主义教育的科学

之处。杜威的教育哲学反对教条主义，重视进取的价

值追求；强调教育的价值和地位就是要凸显人的主体

地位，真正达到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人

格；他以道德教育为抓手，“是不是由于恭顺适应社会

生活的习惯做法而赢得的生活是唯一的道德的生活，

所以才是唯一真正的生活？”[11]从青少年主体的兴趣、

努力、意志、经验等不同层面，从课程、教材、教法

等客体不同的层面，论证了价值教育目的与手段的辩

证统一。 

4.杜威的青少年教育理念的现代性审视 

4.1 杜威的青少年价值教育理念是对传统价值
教育的批判性超越 

传统的价值教育是杜威价值教育理念形成和发

展的基础，价值与个人的行为有关，价值与行为的目

的和方法相关，价值与引导或修正个人的欲望或行为

目的相关，价值的实现与具体的实践相关。“杜威的价

值论特点在于：首先，杜威认为存在与价值是统一的。

其次，杜威认为价值是效果与过程的统一。其三，杜

威认为，价值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12]杜威反对将

价值视为一种自然属性，他的实践观点“做中学”是对

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经验和理性，思想和行动

等的超越和弥合。价值观是对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

观点，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激励价值和约束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生长、经验的改

造与马克思主义的的生产实践观点异曲同工之妙。 

4.2 杜威的价值教育理念具有自身的理论缺陷 

杜威的生活背景是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的

迅猛发展，重视实证、重视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倡

导自由民主，因此他的价值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

义的理论框架之下。相比传统价值教育的严重缺陷和

改革方向，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具有超前的优越性，

而对于教育经验的模糊性界定，对于民主主义的狭隘

界定，将价值评价置于价值的核心地位，实证主义的

反价值理论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理论自洽性的难

度。所以，一路高歌杜威的价值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

所不容许的。虽然美国教育在杜威教育理念的影响下

引领全球教育发展，但是美国的教育界也开始反思价

值教育，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价值教育。 

 

4.3 杜威的价值教育理念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深
远 

杜威的价值教育理念从美国辐射到全球，德国、

英国等西欧国家都效仿美国的价值教育，美国的科学

价值教育观引领了近现代以来世界价值教育的发展

模式。我国从五四以来就引进杜威的价值教育理念，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价值教育、道德

教育是各国教育的根本，历史教育、爱国教育是民族

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点。世界各国学习的是杜威教

育的价值理念，教育模式，而绝不是教育的内容。 

5.结论： 

杜威的青少年教育理念重视教育本身要回归生

活、回归实践、回归青少年生长本身，从理论上对传

统的教育方式进行改造，从实用主义的现实角度出发，

以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公民为目的，从民主主义

的社会价值取向为立足点，注重青少年自身成长是人

的主体性的培育、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与超越。教育

是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因此，青少年

的教育要满足青少年的发展需求，满足社会民主进步

的需求。杜威注重青少年的价值教育理念，以道德教

育为切入点，重建价值教育理念，对各国青少年教育

产生弥久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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