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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频图像学研究

主持人语:
国内外的教育视频与图像研究方兴未艾ꎬ已有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之势ꎮ 本栏目

论文的推出ꎬ既是力图抓住时代大势的一种努力ꎬ也是试图在尝试和探索中推动教育视频与图像研

究实现两大转向:一是转向“学科”ꎬ建构起“教育视频图像学”ꎮ 虽然对这一学科的基本特性、研究

对象、基本框架和方法论的探索ꎬ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ꎬ因此或多或少显得“稚嫩”与“粗疏”ꎬ但我

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门学科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ꎬ以及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势ꎮ 二是转向“育人”ꎬ改
变原有教育视频图像研究强烈的“工具取向”“方法取向”ꎬ转而拥有“生命取向”ꎬ从此让教育视频

图像研究“目中有人”ꎬ从而回答一个不能不回答的基本问题:什么样的教育视频图像研究ꎬ能够

“成人”“育人”ꎬ能够展示、促进和建构人的生命成长过程? 这就是在“视频图像研究”之前ꎬ加上

“教育”一词的原意和深意ꎮ 　 (李政涛)

从“教育视频图像分析”
走向“教育视频图像学”
　 　 　 李政涛

摘　 要:　 建立在“教育视频图像分析”之上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要有构成“学科”必备的 “学科的基本特性”“学

科的思想内容”“学科的实体”等条件ꎮ 在学科特性的意义上ꎬ这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ꎬ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ꎮ 在研

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意义上ꎬ它以教育场域中发生的视频图像为研究对象ꎬ以“教育视频图像与人的生命成长与发

展的关系”为基本问题ꎮ 在学科方法论的意义上ꎬ要有适切意识、历史意识、视角意识和思维方式意识ꎮ 未来“教育

视频图像学”的发展ꎬ要解决好“学科关系”“理实关系”和“中外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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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下此文之前ꎬ我曾经预言:“语言转向是 ２０ 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向ꎬ视频与图像转向ꎬ则是

２１ 世纪教育学发展的重大转向ꎬ它将破除已有之于‘视频与图像’的根本成见:教育视频图像ꎬ只是一种

工具、手段和方法ꎬ没有自己的理论世界ꎮ”这是教育研究领域即将迎来的“新时代”:已有的“视频图像

分析”ꎬ将从“工具取向”转向“理论取向”ꎬ步入“新理论的诞生与生产”ꎮ
要让这一新的“理论世界”落地扎根ꎬ直至成型成熟ꎬ需要有新的学科来承载ꎮ 这一学科被命名为

“教育视频图像学”ꎮ
本文是一种“召唤”:在召唤中迎接一门新学科的诞生ꎬ并以此学科为对象ꎬ试图在探索中让这一学

科的基本特性、研究对象、基本框架和方法论ꎬ从碎片走向整体ꎬ从隐晦走向显形———虽然ꎬ它目前只是

一种“雏形”ꎬ但我相信ꎬ这一新兴学科的基因和命脉ꎬ蕴含了丰富的内涵与力量ꎬ未来对于教育研究的

影响力、推动力和改变力ꎬ不可限量

一、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学科特性”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与之前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研究问题的教育视频图像分析

相比ꎬ最根本的不同ꎬ在于前者需要具备“学科特性”ꎬ拥有成为“学科”必有的内在结构ꎮ 这意味着ꎬ要
从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的“技术”“观点”“学说”等ꎬ走向“学科”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建立ꎬ至少需要具

备三个条件:
第一ꎬ要有“学科的基本特点”ꎮ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性ꎬ即人类认识和知识的公共性ꎮ

“学科是人类的共同财产ꎬ是人类的公共思想文化平台ꎮ 学科并不能归于哪一人哪一派所有ꎬ包括这一

学科事实上的开创者在内ꎮ 一个学科就是人们表演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成果的一个舞台ꎮ”①无

论教育视频图像分析领域已有多少不同的视角、主张和方法ꎬ一旦进入到学科层面ꎬ教育视频图像学就

变成所有相关研究者共同的学术家园ꎮ 二是独特性ꎬ即只有“教育视频图像学”才可能具备的学科

特性ꎮ
第二ꎬ要有“学科的思想内容”ꎮ 具体明晰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特定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方法

论ꎬ以及历代研究者长期积累的有关教育视频图像的知识、观点、主张等已有成果ꎬ这是学科成型的必要

研究储备和基础ꎮ
第三ꎬ要有“学科的实体”ꎮ 这是学科制度层面上的要求ꎬ要有相应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与研究

机构(如“教育视频图像研究中心”)、教师席位、职称、学位、学科代码体系、图书馆分类框架以及各种评

价体系等ꎮ
在当下ꎬ尚处于“领域层次”的教育视频图像分析ꎬ在通往“学科”的道路上ꎬ需要分阶段达到三个条

件ꎮ 目前首要明晰的是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学科特性ꎮ
总体上看ꎬ“教育视频图像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的新型交叉学科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是“经验”“实验”与“思辨”的交叉融合ꎮ 这表明ꎬ教育视频图像学既不是“纯粹经

验”ꎬ也不是“完全实验”ꎬ更不是“专门思辨”的ꎮ
首先ꎬ作为“经验”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涵盖了经验的多重含义ꎮ 在汉语里ꎬ经验既指由实践带来的

知识或技能ꎬ也指经历、体验ꎮ 德语中有两个词与经验有关ꎬ一是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ꎬ有时译作经验ꎬ有时译作体

验ꎻ二是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ꎬ有时译作经验ꎬ有时译作经历ꎮ 英语中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的意思具有多层含义:其一ꎬ是对

所发生之事的直接观察或亲身参与ꎬ特别是着眼于通过这种观察或参与获得知识ꎮ 其二ꎬ是实践知识或

技能ꎮ 其三ꎬ是组成个人生活或集体生活的意识事件ꎮ 其四ꎬ亲身经历ꎮ
在上述定义里ꎬ亲身参与、直接观察都是“经验”内涵的核心构成ꎮ “经验”时常可以解作直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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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德顺:«什么是哲学?»ꎬ«哲学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ꎮ



亲身参与ꎮ “观察者”和“参与者”不同:观察者是“旁观者”ꎬ参与者更多是“当事人”ꎮ 由此出现两种形

态的经验:依据旁观性的观察(如研究者观看课堂视频)获得的经验、依据亲身参与形成的经验(如拿起

摄像机拍摄课堂视频)ꎮ 参与比观察更贴近经验本身ꎮ 而参与本身ꎬ又可分为不经受、不承担的参与ꎬ
有所经受、承担的参与ꎮ 即使同样经受和承担某种责任与压力ꎬ也存在程度差异ꎮ 只是按照校长吩咐ꎬ
专门拍摄教学视频和照片ꎬ以作资料保存者的经受和承担ꎬ与亲自拍摄视频以作研究之用的经受和承

担ꎬ存在明显差别ꎬ相关主体产生的经验也会有很大不同ꎮ 如此来看ꎬ经验的构成有三个递进性的层次:
从“外部观察”到“亲身参与”ꎬ再到“经受与承担”ꎮ 越往后越需要心灵通过情感和理性的参与ꎬ如同陈

嘉映所言ꎬ没有心灵的东西ꎬ无论经过了多少变化ꎬ经过了多少事ꎬ都不是经验ꎮ① 依据这种对“经验”的
理解ꎬ从视频图像分析起家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离不开对视频图像的“外部观察”ꎬ也势必会有不同形式

和方式的“亲身参与”ꎬ还需要有基于教育使命和研究目标的“经受和承担”ꎬ当“视频图像”前面加上

“教育”之后ꎬ“教育”自然成为研究者的必要使命与担当ꎮ
其次ꎬ作为“实验”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ꎮ 实验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拉伊(Ｗｉｌｈｅｌｍ Ａｕｇｕｓｔ Ｌａｙ)曾经

宣称:“新旧教育学的主要区别ꎬ在于它们积累经验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不同ꎮ”②但是ꎬ经验并不等于实

验ꎬ实验而来的经验ꎬ与非实验而来的经验ꎬ也不能混为一谈ꎮ
经验和实验同样与自然科学一向看重的“事实”有关ꎮ 但前者带来的是“经验事实”ꎬ后者带来的是

“实验事实”ꎮ 这是两种极易被混淆的“事实”ꎮ “经验事实”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方面ꎬ经验事实

突出了经验的公共可观察的一面ꎬ和体验意义上的经验相区别ꎻ另一方面ꎬ经验事实指称那些有经验来

源的事实ꎬ和单纯观察获得的事实ꎬ尤其和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事实相区别ꎮ”③“实验事实”ꎬ是借助于

仪器进行系统观察ꎬ依赖科学实验获得的新事实ꎬ这是一种不通过实验就无法在非实验情境下获得的事

实ꎮ 它可以弥补“经验事实”的局限ꎬ带来只有通过实验才可能发现和创造的事实ꎬ这由此揭示了作为

“实验”的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独特价值:依托信息技术时代带来的丰富多样的视频图像仪器ꎬ通过视频

图像实验去甄别、发现视频图像经验所无法发现的真实和真理ꎬ借助实验而来的实验事实ꎬ完成了对经

验事实的筛选、改造和重建ꎬ进而成为教育视频图像学知识和理论生成与发展的源泉ꎮ
接下来ꎬ需要深思细究的问题是:同样是实验ꎬ“教育视频图像实验”的独特性何在? 它与物理学、

化学等学科中的实验相比ꎬ与其他类型的教育实验相比ꎬ在实验性质、内涵、外延和操作条件、程序上有

何不同? 前提性的问题是:教育视频图像的生成ꎬ是自然状态下的ꎬ还是人工制造的? 相关的讨论和争

论甚多ꎮ④ 在我看来ꎬ教育场域(如教室)不是物理学的实验室ꎬ往往兼容自然与人工的痕迹:真实具体

的教学过程ꎬ由于涉及到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ꎬ很难为人工所完全控制ꎬ也很难纯自然ꎬ因为这些互动

都是围绕着人工制定的教学目标ꎮ 即使是人工或人文痕迹很浓的育人目标和教学目标ꎬ一旦进入到教

学过程ꎬ也会做随机自然的生成和调整ꎮ 因此ꎬ教育视频图像实验所获得的数据与信息的自然性、人工

性ꎬ不能做出非此即彼式的截然选择ꎬ要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判断ꎬ什么性质的视频图像最适合解决

问题ꎬ就采用何种方式ꎮ 这说明ꎬ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性质的教育视频图像并非关键ꎬ要解决什么问题、
达成什么目标ꎬ以及什么样的视频图像有利于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ꎬ才是关键之所在ꎮ

再次ꎬ作为“思辨”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其本身既有思辨的内涵ꎬ也有思辨理论的底蕴ꎮ “通过反省

和挖掘常识所含的道理ꎬ借以对现象提供解释ꎬ是为思辨ꎮ 以这种方式构建整体性的解释理论ꎬ是为思

辨理论ꎮ”⑤而据«剑桥哲学辞典»的释义ꎬ思辨哲学是指超出观察所能证实的限度之外的从事理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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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特别是指建构对世界整体看法的宏大叙事ꎬ意在达致对人类经验的统一而包罗万象的理解ꎮ 依照上

述标准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思辨性或思辨底蕴ꎬ表现为:它需要对各种教育视频图像的获取、内涵和道

理ꎬ进行系统且有深度的反省、挖掘和解释ꎬ进而形成整体性的基于视频图像的解释理论ꎮ 这一理论ꎬ与
基于文字的解释理论(如从«圣经»而来的解释学理论)迥然不同ꎮ 它包含了视频图像层面上的对于教

育世界的理解方式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之所以兼容了“经验”“实验”和“思辨”ꎬ在于三者均不可或缺ꎬ而且彼此都无法替

代ꎮ 没有了“经验”、离开了“实验”ꎬ以及缺少了“思辨”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尤其是在倡导“实证” “技
术”的今天ꎬ容易变成对立面和被忽略、轻视的“思辨”ꎮ 我们很难想象ꎬ离开了思辨和思辨理论的教育

视频图像学的存在及其样态ꎮ
当我们用“兼容”一词时ꎬ表明三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创立将经验、实验与思

辨联结起来ꎬ主要原因是三者各有自己的限度ꎬ有各自的“所见”和“所不见”ꎬ都无法独立探索、创生教

育视频图像学的知识与真理ꎮ 思辨之外ꎬ为何需要经验的介入? 这是因为思辨而来的教育视频图像理

论ꎬ无法单独面对真实、具体和丰富的教育场景ꎬ这种剥离了经验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往往成为纸上与黑

板上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无法应对经验事实ꎮ 经验之外ꎬ为何还需要实验? 因为仅有经验ꎬ依然不足以

对思辨的疑惑提供裁决ꎬ已有的经验回答不了思辨提出的问题ꎬ如“什么样的视频图像最有助于人的成

长发展”“不同类型的视频图像如何影响教学成效”等ꎬ此时就需要通过实验来解决ꎮ 同时ꎬ对实验事实

的反思、归纳和提炼ꎬ又需要理性的穿透力ꎬ需要思辨将其条理化、清晰化和系统化ꎮ 在此意义上ꎬ我们

既能说经验事实的获得与分析是理性和思辨的ꎬ也可以认为ꎬ实验事实是基于经验的理性和思辨ꎮ 三者

在各自的领地里为其他方留出了空地ꎬ它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来ꎬ也是为弥补另一方或两方的限度而来ꎮ
在相互关系的意义上ꎬ教育视频图像学必然是综合性的ꎬ是经验、实验与思辨的融通ꎮ

鉴于“视频图像”是这个时代的“公共问题”ꎬ而且是异常复杂的问题ꎬ所以与哲学(包括现象学、阐
述学等)、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ꎬ以及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有关ꎬ需要不同学科的介入与互

补ꎬ在“跨学科”中形成并推进“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建立ꎮ “跨学科”之“跨”ꎬ“跨越”的是不同学科特有

的思想方式和学术视野ꎮ 对于“教育视频图像学”来说ꎬ特别需要跨越三类学科的思想方式:
一是技术学式的思想方式ꎮ 不断进行视频图像分析技术设计与研发的更新换代ꎬ进而将教育视频

图像分析的技术性成果ꎬ包括各种试验硬件和分析软件等ꎬ充分地运用于研究全过程ꎬ这是教育视频图

像学典型的技术学基础ꎮ 但可能的弊端在于ꎬ由于它的焦距定为技术本身的开发和使用ꎬ容易走向为技

术而技术的歧路ꎮ
二是哲学式的思想方式ꎮ 如果说技术学的使命在于开发和使用技术ꎬ那么ꎬ哲学的使命则在于反思

和批判ꎮ 从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霍耐特ꎬ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等ꎬ他
们对技术的反省和批判ꎬ触及到了技术使用中造成的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

统治、生产和加工、耗尽和替代的困扰与折磨等ꎬ①哲学视野带给教育视频图像学的首先是一种价值观

和世界观ꎬ指明合理的发展方向ꎬ同时规避技术化、技术主义和技术时代的天然弊病ꎮ 但是ꎬ批判的力量

依然是有限的ꎬ“批判世界”不等于“改变世界”ꎬ至多只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和必要环节ꎮ
三是教育学式的思想方式ꎮ 这种思想方式的提问方式与众不同ꎬ它追问:当“视频图像”这一普遍

存在ꎬ进入教育和教育研究领域ꎬ特化为教育方法和研究方法之时ꎬ发生了什么? 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

期望或者它应该发生什么? 我们如何使这些变化在合理的轨道上发生? 我们如何使合理的变化发生?
显然ꎬ发生变化的对象有三:一是教育及教育研究因视频的介入而发生的变化ꎻ二是师生与教育研究者

的生命ꎬ因为教育视频图像及分析技术的使用和创造而发生的变化ꎻ三是由于教育的介入和参与ꎬ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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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技术的追问»ꎬ孙周兴译ꎬ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３－３７ 页ꎻ许
良:«技术哲学»ꎬ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６６－７３ 页ꎮ



图像及分析技术自身带来的变化ꎮ 这种思想方式视野下的教育视频图像及其技术方法ꎬ通向的是“人
的生命成长”ꎬ通向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过程等教育基本问题ꎬ①并由此打上了“教育烙印”ꎬ从而成

为“教育”视频图像学ꎮ
依托“教育视频图像”这一对象和问题ꎬ如上三类思想方式得以“集聚”ꎬ在“跨越”中共同构成教育

视频图像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世界ꎮ

二、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当我们说到“视频图像分析”的时候ꎬ我们所指的似乎都与“视频图像”有关ꎻ②同理ꎬ当我们用“教
育视频图像学”来命名一个学科时ꎬ其“研究对象”似乎不言而喻:“教育视频图像”ꎮ 然而ꎬ这并非是一

个可以轻易认定的研究对象ꎮ 我们需要对其中的“教育”内涵做进一步的界定ꎮ 它可能包含两个层面

的含义:
一是“教育场域”中的视频图像ꎮ 其中又涉及到“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两大类型ꎮ 前者含有

“课堂场域”“班级场域”“学校文化场域”(如学校仪式)ꎬ后者容纳了“社区教育”“场馆教育”(如博物

馆、科技馆、图书馆)等ꎮ
二是具有“教育价值”或“教育性”ꎬ以及“教育学性”的视频图像ꎮ 就“教育价值”而言ꎬ并非所有教

育场域中产生的视频图像都具有教育价值ꎬ教育视频图像学需要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整合与利

用ꎮ 就“教育学性”而论ꎬ并非所有来自教育场域的视频图像都具有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ꎬ都有助于教

育学理论的生成或生产ꎬ教育视频图像学同样需要有所辨别和筛选ꎬ进而转化为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ꎮ
研究对象确定之后ꎬ随之而来的就是其所催生的“研究问题”ꎮ 表面上看ꎬ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的问

题是“永无止境”“不可穷尽”的ꎬ③但貌似细碎、纷繁的问题背后ꎬ却有“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什么样

的教育视频图像最有助于人的生命成长?
一言概之ꎬ教育视频图像学探讨的是“教育视频图像与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关系”ꎬ即“视频图像

与人的关系”问题ꎮ 在我看来ꎬ这既是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基本问题ꎬ也是教育视频图像学的逻辑起点ꎮ
这一研究主题和逻辑起点的确立ꎬ具有丰富、独特的意蕴:
首先ꎬ解决一个“缺失”ꎮ 即规避和消解传统教育视频图像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弊端:有视频图像ꎬ没

有人ꎮ 分析者眼里只有视频图像、只有分析技术ꎬ但就是没有人ꎬ以致于走入“技术至上”“技术主义”的
巢穴之中ꎬ导致教育视频图像分析技术使用的过程ꎬ可能成为没有人味、丧失人性的过程ꎮ

其次ꎬ回到一个“原点”ꎮ 即“人的生命”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创立ꎬ不只是将已有的教育视频图像

分析技术与方法系统化ꎬ这是技术论层面上的工作ꎬ而是回到视频图像场域中的人ꎬ以此为原点与核心

来推进视频图像分析ꎬ形成体系化的视频体系理论知识ꎮ
再次ꎬ指示一个“信念”ꎮ 即分析教育视频图像ꎬ就是分析人本身ꎬ就是探寻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之

道ꎮ 这是与一般的电影、电视、游戏视频等娱乐视频的根本差异:教育视频图像分析ꎬ追索的是其中的

“教育之道”ꎬ是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之道ꎮ 因此ꎬ教育视频图像分析技术的运用ꎬ实质也是人类的一种

“生命实践”的活动ꎮ④ 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的设计、创造和使用本身ꎬ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ꎬ但其独

特性在于:这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地针对生命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活动ꎬ即“生命实践”活动ꎮ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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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政涛:«为人的生命成长而设计和发展教育技术———兼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ꎬ«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２ 期ꎬ第 ３－７ 页ꎮ

ＫｎｏｂｌａｕｃｈꎬＨꎬ. ＳｃｈｎｅｔｔｌｅｒꎬＢ.ꎬ ＲａａｂꎬＪꎬ ＳｏｅｆｆｎｅｒꎬＨ.Ｇ. ( ｅｄｓ.) Ｖｉｄ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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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刊记者«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ꎬ«教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ꎮ



作为人类实践行为的教育特殊性所在ꎬ也同样是教育视频图像分析技术的特殊性和本质所在ꎮ
最后ꎬ展示一个“标准”ꎮ 坚守如上原点和信念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将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的合理性

的标准奠基在人及其生命的主动、健康发展上ꎮ 这是一种教育视频图像学特有的研究价值观:只有在最

大程度上ꎬ展示、推进或促进了人的生命发展的教育视频图像分析ꎬ才是好的视频图像分析ꎮ
归根到底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问题ꎬ不是技术问题ꎬ也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ꎬ而是教育问题ꎬ是人的

生命如何在教育视频图像中成长与发展的问题ꎮ
以此“核心问题”或“基本问题”为起点与依据ꎬ教育视频图像学将致力于探究:
其一ꎬ“生命问题”ꎮ 形成自身对于人性、人的形象ꎬ尤其是“理想之人”的独特见解和主张ꎮ 此外ꎬ

还涉及到对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学校领导管理者的成长与发展研究ꎮ① 这是教育视频图像学特有的

“生命世界”ꎮ
其二ꎬ“知识问题”ꎮ 其独特的知识类型、知识生产方式等构成的“知识世界”ꎮ
其三ꎬ“方法问题”ꎮ 这一学科的方法体系及方法论ꎬ这一“方法世界”ꎬ探寻的是什么样的方法适合

于解决教育视频图像的问题ꎮ
其四ꎬ“实践问题”ꎮ 教育视频图像学表达何种“实践”、如何表达“实践”、如何“直面实践”ꎬ以及教

育视频图像学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等ꎬ它们构成了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实践理论世界”ꎮ
其五ꎬ“文化问题”ꎮ 如何研究“文化背景”“文化世界”对于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的影响ꎬ文化差异如

何造就了教育视频图像分析差异ꎬ教育视频图像研究如何创造和形成“中国经验”“中国知识”和“中国

理论”ꎬ做出“中国贡献”ꎮ
其六ꎬ“学校教育问题”ꎮ 这与真实、日常、具体而微的学校教育生活有关ꎬ涵盖课堂教学活动、班级

活动、学校仪式等ꎮ 这样的“学校教育世界”ꎬ是教育视频图像学赖以建立的“日常学校生活世界”ꎮ
如上问题域或问题框架ꎬ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ꎬ会随着不同文化背景、学科背景和价值取向的研究

主体的差异ꎬ以及时代发展ꎬ不断调整改变ꎮ

三、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方法论”

在“方法”的意义上ꎬ教育视频图像分析方法早已蔚为大观ꎬ而且不断在丰富拓展之中ꎬ代表性的

有:交往分析、文件分析法、民族志方法、系统理论方法和现象学的方法等ꎬ②它们进入到教育视频图像

学领域之后ꎬ形成了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关联、融通与整合ꎬ例如ꎬ现象学方法、民族志方法与视频图像

分析的综合融通ꎮ③

但只有“方法”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学科的大厦ꎮ 作为学科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真正的地基或根基

在于“方法论”ꎮ 它处理的是“方法与对象、问题的关系”ꎬ④思考的核心问题ꎬ不再是“教育视频图像学

需要或者可以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ꎬ而是“什么样的方法适合于解决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基本问题”ꎮ
方法论既是一种“概念”ꎬ也是一种“意识”ꎬ“适切意识”是其中的核心意识ꎬ除此之外ꎬ还包括历史意

识、视角意识、思维方式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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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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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教师发展”的研究ꎮ 参见:Ｋｙｒｉａｋｉｄｅｓꎬ Ｌ.ꎬＣｒｅｅｍｅｒｓꎬ Ｂ. Ｐ. Ｍ.ꎬＡｎｔｏｎｉｏｕꎬ Ｐ.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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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 ２３.

这些代表性研究方法ꎬ可参见:ＫｎｏｂｌａｕｃｈꎬＨ.Ｖｉｄｅ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 ｅ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ｇꎬ２００９. Ｂｏｈｎｓａｃｋꎬ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Ｂｉｌｄ － Ｕｎｄ Ｖｉｄｅ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ｅ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ｓｃ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ｅ ( ２ ｅｄ.) . Ｏｐｌａｄｅｎ: Ｂｕｄｒｉｃｈꎬ ２０１１. Ｄｉｎｋｅｌａｋｅｒꎬ Ｊ.ꎬ Ｈｅｒｒｌｅꎬ Ｍ. 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Ｖ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Ｅｉｎ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ＶＳ Ｖｅｒｌ.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ꎬ２００９.

李政涛:«当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兼论视频图像时代的教育理论生产»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１１ 页ꎮ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ꎬ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ꎮ



“历史意识”是指把教育视频图像学研究的演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ꎮ 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这一

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伸展和变化ꎬ既要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批判ꎬ还应对其延伸或伸展在哪里做出判

断ꎻ①二是从历史的分析当中寻找教育视频图像学的自我意识ꎬ探究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逻

辑ꎬ最终凝练形成对教育视频图像学方法论“特殊性”的认识ꎮ
“视角意识”首先表明的是“教育视频图像学”及其内含的视频图像分析ꎬ是人类的一种思考视角和

理解方式ꎮ 基于教育视频图像的分析和研究ꎬ并不是把视频与图像本身或理解本身做成对象ꎮ 我们既

不是单单理解世界ꎬ也不是单单理解视频与图像ꎬ我们通过理解一种视频与图像来理解世界ꎬ理解实践

的世界和理论的世界ꎬ其潜含的预设是:教育视频与图像的价值在于ꎬ它们关乎我们对教育生活和教育

世界的理解方式ꎮ 所谓通过“视频与图像分析”ꎬ应当被理解为“视频与图像层面上的分析”ꎬ而不是“对
视频与图像进行分析”或“分析视频与图像”ꎮ② 因此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理论性质与理论意义ꎬ不在于

研究视频与图像ꎬ而在于“在视频与图像的层面”上考察教育世界ꎮ
既然是一种“视角”层面上的分析ꎬ由此视角而查看的诸多教育现象ꎬ就会产生只有通过“视频图像

视角”才可能“看出”的独特内涵ꎮ
例如ꎬ作为教育对象和教育研究对象的“人”ꎬ一旦置于“视频图像”的视角和背景ꎬ就拥有了“视频

图像人”的内涵:③与传统的“文字人”相比ꎬ在优势的意义上ꎬ“视频图像人”善于用视频图像表达更深

层次、更丰富的情感与思想ꎻ又如ꎬ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原住民ꎬ他们在掌握最新的技术ꎬ最快捷、最大限

度地利用最新的信息资源方面ꎬ都有天然优势ꎮ 但也有明显的劣势ꎬ由于他们是看着视频图像长大的一

代ꎬ因而有着明显的“视频图像依赖症”:他们习惯于视频化、图像化的呈现方式ꎬ对深刻性的思想兴趣

淡漠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减弱ꎬ对文字和文字之美的敏感减弱ꎮ 这样的“视频图像人”总是以追求实用

为目标ꎬ追求通俗易懂、易记忆的图像ꎬ他们的消费需求是快餐式的视频图像消费ꎬ以视频图像的乐趣取

代了文字和思维的乐趣ꎬ因此ꎬ他们本能地排斥艺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ꎮ 显然ꎬ对这些“图像人”
而言ꎬ是“视频图像”而不是“文字”重组或建构了他们的生存方式ꎬ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ꎬ乃至世界

观和人生观ꎮ
又如ꎬ以“视频图像”的视角来看“课堂教学”ꎬ无论是“备课”“上课”“说课”ꎬ还是“评课”“观课或

听课”“写课”等贯穿教学全过程的活动ꎬ在视频图像时代ꎬ作为“内容”与“方法”的视频图像弥散、渗透

其间ꎬ因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ꎬ甚至可以说ꎬ“无视频ꎬ不课堂”ꎬ“无图像ꎬ不教学”ꎬ因此ꎬ“无视频

图像ꎬ不课堂研究”ꎬ由此视角而来的课堂研究ꎬ其观察方式、实验方式、分析方式ꎬ以及渗透其中的研究

逻辑ꎬ带有鲜明的“视频图像性”ꎬ④我们可能难以想象:没有了视频图像分析的课堂研究将会如何?
在明晰思维方式之于学科建构的重要性的同时ꎬ还致力于厘清“思维方式”的“合理性”ꎮ 相对而

言ꎬ“不合理”的思维方式ꎬ往往表现为“点状思维” “割裂思维”ꎬ如就“交往分析”进行“交往分析”ꎬ就
“现象学分析”进行“现象学分析”ꎬ不同方法之间彼此割裂ꎬ互不相关ꎻ表现为“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

彼思维”ꎬ如将“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对立起来ꎬ或者要么主张“思辨研究”ꎬ要么强调“实证研究”
等ꎮ 反之ꎬ“合理”的思维方式则是“关联式”“融通式”“渗透式”的ꎬ以适合、适度的方式ꎬ针对同一个研

究问题或研究对象ꎬ将不同研究方法关联起来、融通起来ꎮ 例如ꎬ混合研究方法中注重的定量与质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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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融通ꎮ①

在明确了学科特性、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和方法论之后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世界有了生成与发展的

学科基础ꎮ 然而ꎬ从研究问题、领域走向“学科”的教育视频图像学ꎬ依然面临诸多重大挑战ꎮ 其一ꎬ如
何处理“学科关系”ꎮ 核心是与“技术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
的关系ꎮ 作为众多学科立场、观点、主张和方法的汇合之地ꎬ教育视频图像学如何在避免矛盾、割裂、对
立之中ꎬ创造性地实现彼此关联、相互融通和渗透? 其中融通整合的具体机制和路径何在? 其二ꎬ如何

处理“理实关系”ꎮ 既然是一门学科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理论性”需要凸显ꎬ并不断在丰富拓展深化中

重构ꎬ只是理论重建从何而来? 既需要反思完善自我的理论世界ꎬ同时ꎬ及时汲取相关学科最新的理论

资源为己所用ꎬ也需要将理论发展扎根于教育实践之中ꎬ在教育视频图像学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滋养、双
向建构和双向转化中ꎬ实现“理实共生”ꎮ 这本身就是艰难的“嚼不烂的老问题”ꎬ更大的挑战还在于:同
样实现“理实共生”ꎬ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特性在哪里? 推动共生转化的独特载体、路径与策略、方法是什

么? 其三ꎬ如何处理“中外关系”ꎮ 现有的教育视频图像分析理论与方法ꎬ代表性的研究者及著述ꎬ②大

多是从西方而来的ꎮ 作为“在中国”的研究者ꎬ如何在创建“教育视频图像学”的过程中ꎬ形成“中国经

验”、发表“中国主张”、展现“中国思想”ꎬ做出“中国贡献”?
这些问题的解决ꎬ都是异常艰难的过程ꎮ 需要更多的同仁同道参与、介入其中ꎬ“教育视频图像学”

的学科大厦才可能逐步建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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