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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频图像学研究

走出言说的禁地

—— 教育视频图像学对课堂研究方法论边界的突破

李 栋

摘 要 ： 从宏观思辨到微观田野，从单调独白到复调叙事，从时空割裂到时空整合，课 

堂研究的现实困境与诉求亟需一种“跨学科”“全息性”和“统整式”的研究范式，祛除遮 

蔽以透视课堂的本真面貌。教育视频图像学作为一个“破碎”而“整合”的概念，缝合了形 

象与文本、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裂隙，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即自我、他者、对象三元的 

统一。从“图像志”到“图像学”，教育视频图像学对课堂研究方法论边界的突破，使得“不

I可见”“不可说”的课堂变为“可见”“可说”的课堂。走出课堂研究“言说的禁地”，需要课 

堂研究者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图像素养：图像意识、图像叙事和图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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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已然成为各类教育改革力量集结的重要场域。课堂图景作为 

各种教育变革力量相互角逐后的现实样态，与其说是一种表象性的教育写真，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矛盾而 

又不断得到调整并得以多元并存的建构过程，无不蕴涵着课堂变革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 

以往对课堂图景的研究，多囿于思维范式、研究方法和语言表述等方面的限界，桎梏于课堂研究的言说 

禁地，而难以关照课堂的全息图景。此时，如何寻找一个课堂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敞开并探寻每一 

处课堂图景背后的“潜台词”，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继“语言转向”后的“图像转向”，作为“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 

—种后语言学和后符号学的思维范式，缝合了形象与文本之间的“间隙”，勾勒出独特的主题内容、表现 

手段、象征方法和叙事原则。教育视频图像学作为表征与理解教育世界的新思维和新范式，则将成为课 

堂研究者的“特洛伊木马”，不断刺入课堂日常生活，袭击课堂日常生活，冲击“不可言说”的课堂研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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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表征、认识和改造课堂研究的新维度。当然，教育视频图像学对课堂研究方法论边界的突围，并 

不是为了“屠城”，而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学科边界，建立学科间的研究，以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方式把握课 

堂的全息世界，关照课堂中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

一、理论的奠基: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本质属性

图像作为表达逻辑与思想的一种视觉符号，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把握，承担着意 

义解释、历史再现、价值选择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柏拉图（Plato)的“洞穴隐喻”、拉康 （ Jacques Lacan)的 

镜像理论、海德格尔 （ Martin Heidegger)的“世界的图像化”、福柯 （ 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理论”以 

及德波（ Guy Debord)的“景观理论”，无不奠基着图像学的哲学基础。真正的图像学则肇始于西方对艺 

术史的研究。20世纪初，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 Aby Warburg)作为现代图像学的创始人，提出 

了图像学（Iccmology)的概念，试图将其它人文学科融入到艺术研究之中，创设一个互文性的语境，$形 

成一种综合性的图像学研究。欧文•潘诺夫斯基 （ Erwin Panofsky)以“历史的重构”为研究旨向，提出 

图像志（Iconography)分析的三个层次®，通过“阐释的循环”来重构艺术品存在的历史条件，在返回到艺 

术品历史情境的同时，发掘艺术品的深层内容与意义。③贡布里希 （ Ernst Gombfich)为了“重建业已失 

去的证据”④，提出“方案的重建”的观点，在图像与题材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到了 2 0世纪 90 

年代，美国图像理论家米歇尔提出“图像转向"（ Pictorial Turn)的概念，意味着图像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符 

码，成为一种缝合的叙事机制，®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思维范式的转换。

教育视频图像学作为教育学、图像学及其他学科“联姻”的产物，主要以教育场域中的视频图像为 

研究对象，以师生的生命实践为研究内容，将教育视频图像作为一种认知、思考与理解教育世界的思维 

范式，对教育行为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从而对教育行为的过程及结果予以逻辑因果性的解释和事物相关 

性的诠释。根据教育视频图像呈现内容与应用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图像证史© 或图 

像即史® ，把图像作为可视的叙事史或研究历史的证据®，透过图像看社会的历史景观，如丁钢以“村童 

闹学图”为研究对象，以教育风俗的研究视角，阐述风俗画像背后的教育生活事件，实现从具体直观的 

教育活动中逼近教育的历史真相。® 二是对教育场域中实录的视频图像进行理论阐释或现象分析，利 

用视频图像的再现性，统计分析或质性描述教育实践图景，如李政涛对视频图像时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 

图像转向的研究®、布因克曼基于教育视频现象学对课堂中师生交互行为的分析® 、肖思汉基于视频图 

像对学习过程的分析® 、孙丽丽借助视频图像分析技术进行课堂模仿的研究® 、陈红燕基于视频图像阐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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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复杂性对其方法论层面的研究等®。三是对文学艺术作品中教育图像的研究，如丰子恺漫画中的 

儿童教育思想研究@ 等。四是对具有教育价值或育人功能的视频图像的研究。可以发现,通过“图像” 

介人教育世界的教育视频图像学，对教育事实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统整与超越，包括视觉化的表征与建 

构、再现化的直观与感知、微观化的考据与验证、整体化的开放与综合，促使教育事实的过去与现在在这 

里相遇,对教育世界的生命实践形成了一种图像式的整体关照。

考察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本质属性，还关涉到图像与语言、文本等媒介的差异问题。或者说，需要 

不断追问：教育视频图像学在教育知识表征、教育理论生产和教育经验表达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是什 

么？维特根斯坦曾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只能表达、描述与它有共同逻辑结构的事 

物，但难以呈现事物的“言外之意”与“弦外之音”，亦即隐藏于事物之中“不可说”的“缄默知识”。 

而视频图像分析作为一种直接的整体感知，则具有符号化之“图”与客观物象之“像”的双重属性，能 

够“迅速而清楚地从细节方面交代复杂的过程” ® 。视频图像之所以能够表达语言文字“可说”维度之 

外的其他维度，让“不可说”成为“可说”，是由于二者在“场域共扼程度”方面存在差异（见图1)。其中， 

视频图像视觉表征的基本组构（见图2)决定了“图像在本质上是复数的”® ，场域共轭界面作为不同元 

素转换的关节点®，能够通过联结空间的结构和实践的链条，将割裂的支离破碎的细枝末节凝聚成整 

体，进而“破除单个类型符码的完整性，在各符码的相互冲突中，追寻并挖掘细节失谐的意义”® ，最终实 

现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具象化契合。教育视频图像学的发展则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 

“关于教育世界中图像的理解”“通过图像来理解教育世界”和“教育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教育 

视频图像学不仅具有图像学的一般特性，同时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属性，其目的不止于研究教育图 

像本身，更是将教育图像作为研究者的“田野”，通过经验空间的联结，促使研究者能够“一次次地进入 

图像之内，进人到历史和文化、情感和形式、精神和物质的共鸣之中，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和共鸣”® 。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视频图像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多维复合体，始终处于一种缺席与在场、事实与想象、 

过去与现在、静止与运动的整合状态，联结着教育世界的时间、空间、技术、符号、心理和文化等维度。研 

究者则能够在教育图像的“田野”中“归去来兮”，“呈现”与“言说”着“不可见”“不可说”的教育世界。

图 1 语言文字与视频图像“场域共轭程度”对比图

0 ) 陈红燕:《视频图像阐释中的复杂性:一种方法论的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 5 期， 

第 46-54页。

②  白雪:《丰子恺漫画中的儿童教育思想研究》，聊城大学学位论文,2018年。

③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09页。

④  邹建林:《关于“心灵图像”一 -从人类学角度看图像的性质》，《文艺研究》2014年第4 期，第 144-152页。

⑤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72-7 3页。

⑥  段炼:《符号的救赎:从图像到事件—— 米柯•鲍尔符号分析的“理论世界”》，《文艺研究》2012年 第 8 期，第 

123-133 页。
⑦  曹晖:《感性、理性和公共性:图像的阐释途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 期，第 172-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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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视频图像视觉表征的基本组构

.、言说的禁地:课堂研究的现实困境与诉求

课堂是教育、课程、教学变革的“汇聚地”，也是教育变革成效和教学改革质量的“检验田”。可以 

说，课堂是一种多音齐鸣的“复调式”存在，学校的课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的、 

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复合空间,凝集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教育关系。而课堂研究的深人程度则主 

要依赖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对“课堂”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其二是透视课堂事实的方法与能力，其三 

是重构课堂本真的思维与范式。对三个方面的不同理解，呈现出课堂研究的不同困境与诉求。

(一）从“宏观思辨”到“微观田野”

对“课堂”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决定着研究者对课堂的认知，更决定着研究者进行课堂研究时 

的思维范式。其中，对“课堂”的理解主要有三种递进式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物理空间的课堂，亦 

即将课堂理解为教学活动发生的环境场所—— 教室（Classroom);第二层次是作为教学活动的课堂，课 

堂研究也便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研究;第三层次是作为课程与教学共同体的课堂，内含教学活动、师生 

关系、教学环境、社会关系等多种教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传统的课堂研究往往以一种简单线性的思维 

方式来看待课堂，对课堂的理解停留在前两个层次。对课堂的描述与认识往往是在“书斋文献”之中寻 

找现象与规律，认为经过多重演绎的教育理论完全能够预测与指导课堂中发生的一切。研究者在“文 

本”或“理论”中研究课堂，导致在远离研究对象与研究情境的同时，丢失了对课堂图景的真实呈现。这 

是因为“用观念来想象事物，总比实际考察来的方便快捷，人们往往用观念来代替实际事物，有时甚至 

把自己的想象当做事物的实质”®其实质是一种以理论“勾兑”理论的研究,®是一种静坐于书斋而进 

行的课堂研究,甚至是一种主观臆想式的课堂研究。当然，这并不是全盘否定宏观思辨研究在课堂研究 

中的存在价值。宏观思辨的课堂研究因强调概念与范畴的梳理、逻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而成为一种演 

绎性的课堂研究模式,需要警醒的是不能忽略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宏观思辨应该建基于课堂的生活世 

界。但是，宏观思辨的课堂研究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迷失在观念的世界之中”，而忽视或规避了 

课堂中正在发生的教育事件。

①②③

教
育
现
实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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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思辨的课堂研究在遮蔽课堂真实图景的同时，湮没了课堂中正在发生的微观事实，致使日常的 

课堂生活变得“不可见”和“不可说”。比如，当研究者言说某一个课堂中的学生很沉闷，而另一个课堂 

中的学生很积极时，是以什么样的实践细节来理解“沉闷”和“积极”的呢？或者，如何解释两个不同的 

学生，虽然身处同样的课堂，进行同样的学习活动，他们的知觉、感受和意义建构却不尽相同呢？课堂既 

是宏观的物理空间,更是微观的人事交互。课堂研究的重点是对能够显示课程与教学关系、结构和演变 

过程的细节进行调查与描述，用不同课堂的微观细节和本土意义来表达研究者对课堂的理解与解释。®  

因此，面对课堂研究的现实困境，由宏观思辨走向微观田野成为真正走进课堂做研究的现实诉求。因 

此,课堂研究不仅要反映课堂活动的“真相”，还要结合课堂活动的情境和过程，探寻课堂真实图景的内 

容与意义通过直接的参与观察和深刻地理解、体验研究独享的心声，提供有关教育或教育情境的精 

确而全面的描述” ® ，以求真实、自然地认识、解释课堂文化共同体中主体的行为方式、实践意义、价值观 

念和交往模式等。这就需要研究者走一条“事实积累一方法分析一意义解释” @的 “田野”之路，按照 

“课堂观察一课堂写真一课堂分析”的研究模式，不断地从“在这里 ” （ being here )、“到那里”（ being 
there)和“回到这里"（ coming home)®的循环往复中呈现课堂的本真面貌，将“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整体 

的师生交互作用与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

(二 ）从“单调独白”到“复调叙事”

课堂是一个满载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声音”以各自独特的 

言说方式汇聚于“课堂”之中，使得课堂成为一个维系多重社会关系而充满张力的“话语场”。从宏观层 

面来看，自20世纪9 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基础教育”、“新教育”等课堂改革理 

念不断涌人中小学课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堂图景。在中观层面，以学校为单位的制度力量、行政力 

量和管理力量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辐射到课堂之中，形成课堂的地方性氛围。在微观层面，课堂作为 

“教一学”的“关系空间”，师生与生生之间更是在课堂之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图景”“权力图景”和“实 

践图景”。课堂俨然成为“一个资源与空间的博弈场”® ，而对于课堂研究来说，平静的课堂背后，暗流涌 

动，关系复杂。传统的课堂研究以近代型知识生产的模式，仅仅研究课堂中的各种要素，而不研究整体 

的课堂，其实质是一种对课堂的“解构式”研究，缺乏“重构式”的研究。© 这就导致课堂研究者只关注 

于课堂中的某一个元素或某一个点，对教育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不做追踪，更是忽视当事人对教育 

行动的意义解释，在遮蔽课堂图景的实践性、动态性、整体性和意义解释性的同时，沦落为一种单调的理 

论独白，不仅难以得到教育实践者的认同，更是难以发挥对课堂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单调独白式的课 

堂研究以原子化、点状式的思维来认知具有意识和情境意义的课堂行为，不仅忽视了行为背后的意义， 

而且看不到行为之间、行为和情境之间有意义的关联。

课堂图景是多种力量、多维话语和多元主体之间相互角逐、彼此较量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单调独白 

式的课堂研究囿于研究视角、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的局限，难以言说与呈现课堂的完整图景。因此，课 

堂研究亟需转向一种“复调叙事”的研究模式。由“单调独白”课堂研究向“复调叙事”课堂研究的转 

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课堂话语的丰富性促使研究者不仅要对“课堂观察”进行再呈现，而 

且还需要对形成课堂图景的多种话语力量进行“叙事”；其二，课堂研究需要超越一时一地、当时当地的 

课堂情境，比较性地理解不同历史与文化中相似的课堂情境;® 其三，研究者之间的复调叙事，主要包括 

一线教师、教研员和教学研究工作者，由于这三个群体对课堂研究旨向、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

①  王鉴:《课堂研究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 200页。

②  桑国元、于开莲:《基于人种志视角的课堂观察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5 期，第 48-51页。

③  王鉴、王俊:《课堂生活及其变革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4 期，第 26-32页。

④  王鉴:《课堂研究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 9-11页。

⑤  王鉴:《我国课堂教学研究的理论及其发展共势》，《中国教育科学》2013年第4 期，第 117-147页。

⑥  王鉴:《课堂研究引论》，《教育研究》2003年第6 期，第 79-84页。

⑦  肖思汉:《听说:探索课堂互动的研究谱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 9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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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涛:《教育经验的写作方式:探寻一种复调式的教育写作》，《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3 期，第 149-159

葛孝亿:《论教育叙事的复调写作:基于巴赫金文论的视角》，《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8 期，第 20-25页。

王鉴:《课堂研究引论》，《教育研究》2003年第6 期，第 79-84页。

赵明仁:《课堂研究的理论反思:范式的视角》，《教育研究》2013年第 11期，第 96-99页。

的不同，对课堂图景的认知与呈现也存在着差异，需要研究者之间通过“复调叙事”来完成课堂研究的 

“三角互证”，凝聚多元主体、多元立场、多元声音和多元图景。比如在课堂研究过程中，教学研究工作 

者需要通过对话一线教师，实现从“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变，进而理解当地课堂教学的本土术语，从 

当地人的教育观、文化背景和生活实际等角度考虑课堂问题。可见，面对丰富多彩的课堂生活，复调叙 

事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多线并存的课堂叙事策略，其本身既是一种呈现课堂图景的策略，又是一种方法论 

的自觉，更是课堂研究困境引发的现实诉求。基于课堂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复调叙事”的课堂 

研究通过不同研究主体、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的联姻、结盟和综合融通，®促使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 

体之间始终处于“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最终对课堂研究达成一种互 

证、互识、互动、互补的共存共生境界。

(三）从“时空割裂”到“时空整合”

课堂的每一个瞬间都呈现着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教育经验，嵌人在文本、言说和各种课 

堂实践行动之中，体现着课堂中独有的文化氛围、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而课堂教学图景的呈现具有多 

元性（多种任务与事件在课堂中发生）、同时性（课堂中的多个事物同时进行）、即时性（课堂中的事情转 

瞬即逝）、难以预测性（课堂中的事情有时不会按照师生的预设发生）和历时性（当下课堂事件的发生可 

能是之前诸种因素的结果）。®这就为课堂研究带来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挑战。传统的课堂研究，由 

于将课堂中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要素作为研究的重点，把一个具有时空维度的课堂分解 

为若干变量或元素，逐个对变量或元素进行研究，而忽视课堂作为一个动态情境场域的时空延展性，对 

课堂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研究者观察课堂的当下时空，以时空割裂的模式来研究动态复杂的课堂，并不能 

准确地反映教学活动的实际，忽略了对教学活动中外显与内隐、过程与情景的内涵进行微观的深描来理 

解课堂,®致使课堂研究失去了在时空维度的分析。

时空割裂的课堂研究遮蔽了影响课堂图景的大量历史事实和共时空的诸多因素，难以重构课堂的 

时空维度。 一 方面,将课堂视为田野的微观研究，需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事实对话，以此验证对课堂事 

实理解与诠释的准确度。另一方面， 一 线教师、教研员和教学研究工作者面对复杂的课堂研究问题，需 

要通过记录课堂时间与空间的具体细节来理解日常课堂生活。比如，许多教师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在 

课堂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接触的次数，难以意识到自身的课堂教学行为（含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在不 

同时间与空间中的呈现图景，需要以一种时空整合的课堂研究模式来捕捉自己实际的课堂教学情境。 

因此，在时间维度上，时空整合的课堂研究需要将课堂的过去与现在在这里相遇，共同呈现在研究者的 

面前，以纵向的时间线索来梳理当下课堂图景的发展脉络。在空间维度上，时空整合的课堂研究需要将 

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课堂情境以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课堂实践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融通完整的课 

堂生活图景，在多维度解构课堂运作机制的同时，重建课堂的真实情境。

三、从“图像志”到“图像学”：课堂研究方法论边界的突围

从宏观思辨到微观田野，从单调独白到复调叙事，从时空割裂到时空整合，课堂研究的现实困境与 

诉求亟需一种“跨学科”“全息性”和“统整式”的研究范式，祛除遮蔽以透视课堂的本真面貌。教育视 

频图像学作为一个“破碎”而“整合”的概念，缝合了形象与文本、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裂隙，实现了能指与 

所指的统一，即自我、他者、对象三元的统一。而形象与文本、语言与图像之间互为他者，共同构成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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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与平:《海德格尔预言下的“图像时代”：散谈西方当代艺术的图像形式》，《美术》2015年第 5 期，第 129-133

段钢:《图像的直观认识特征与美学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3 期，第 30-35页。

徐红梅:《图像:人类学田野T.作记录方式的视觉化倾向》，《世界民族》2010年第4 期，第 46-48页。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80-85页。

物的本质属性。教育视频图像学对事物本真的“表征”与“建构”机制（见图3)，能够破解课堂研究的现 

实困境,满足课堂研究的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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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底层编码:侧*于技术 ①中S 编码:侧*于叙事 ①高层编码:侧電于观念

②性质:可感知性 ②性质:可理解性 ②性质：可诠释性

③路径:再现论 ③路径:反映论 ③路径:意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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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图像素养:图像意识、图像叙事、 ⑤图像素养:图像意识、图像叙事、 ⑤图像素养:图像意识、图像叙事、
图像实践 图像实践 图像实践

图 3 教育视频图像学对课堂的阐释（“表征”与“建构”）机制

(一）“前图像志”阶段: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课堂研究

教育视频图像学具有图像的再现（结构、方位、场景、概念等）、交互（主客体、主体间等）、构成（视 

觉、听觉、触觉等）的功能。图像本身的在场感与逼真性,摆脱了传统语言文字的窠臼而诉诸于新鲜、直 

接和形象的视觉感官体验,®能够把推理的、思辨的对象以图像或表象的形式直接呈现在意识中，形成 

对课堂图景的瞬间把握和整体生成，®使研究者更加生动地“想象”与“分析”课堂图景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适切于微观田野的课堂研究诉求。

图像志（Iconography)类似于人种志（Ethnography)对人类种族的描述和分类，暗7K着一种纯描述性 

的资料统计式的方法。课堂研究的“前图像志”阶段是在分析课堂中图像内容之前对整个课堂图像的 

描述，以及对其中所表现元素及其基本意义和关系的确定。具体而言，主要是对课堂中的具象事物进行 

精确地列举与描述，其实质是从视觉形式上辨识课堂图像的主题,呈现课堂中的“符号一行为”事实，是 

一种准备性、描述性和浅层次的课堂研究。

研究者作为“参与者的观察”或“观察的参与者”而身处课堂“田野”，去体验、认知和研究特定课堂 

环境中的人物、关系与事件，从而形成独特的“他者文化”。因为只有了解“他者文化”，研究者才能结合 

“本位视角”与“他位视角”的同一与差异，知晓要拍摄什么、表现什么以及通过图像记录什么样的文化 

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对课堂“田野”中物理环境、人文景观、课堂生活、人物活动等的拍摄， 

视觉化地记录“他者文化”，并以图像符号来呈现课堂田野工作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需要循 

环回溯此阶段的图像生产问题（见表1)。®  “前图像志”阶段的课堂描述又包含课堂图像的事实部分和 

课堂图像的表现部分。其中，事实部分是课堂图像的能指部分（人物、空间、时间、位置、环境、色彩、明 

暗等），即课堂图像描绘的是什么，研究者对它的感知就是认读图像。表现部分则包括人物的音容笑

① 
②③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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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形体动作、行为过程、周围环境、氛围基调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特别是对图像中人物的言语和非言语 

行为做好时间标记，区分不同课堂行为结构的转换边界。研究者可以“从画面或声音的结构性变化来 

定位参与结构的转换”，对课堂图像的所有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详细的记录，如说话的方式、何时停 

顿、声调的起伏、眼神的移动、头部的转动、身体的姿势和表情的变化等，以保证视听信息的完整、行为过 

程的完整、人物在场的完整和关联域信息的完整。

表 1 “前图像志"阶段课堂图像描述的反思问题

1. 课堂图像具体呈现的事物是什么？

2. 课堂图像由哪几部分组成？

3. 相对于课堂图像的组成部分,观众被摆放在了什么位置？

4. 课堂图像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稳定？

5. 课堂图像的哪（几)个地方吸引研究者的目光？

6. 课堂图像的生产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如何？

(二 ）“图像志”阶段:从“可见”到“可知”的课堂研究

图像作为独立的编码系统，是“图”与“像”的缝合，®而不是偶然的符号集合，其本身具有母题、主 

题、结构以及与之关联的符号逻辑系统，可阐释与叙事包含了事物的深层意义（象征、隐喻等）。教育视 

频图像学不仅仅是把课堂图像本身作为一个主题或意义有待破译的所指库，而且关照教育意义或价值 

在课堂图像中的传递与变形。如果说，前者是将图像作为课堂史的研究资料，那么，后者则是对课堂图 

像做“形象一观念”的分析，即从课堂图像对其描述对象的表现来看该对象的课堂形象以及行为观念， 

适切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课堂叙事研究诉求。

此外，图像具有时空整合的双重内涵特性，是现实对象的历史浓缩与沉淀。这是因为，图像对过往 

时空的他者复原，使得历史记忆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虽然历史对象与现在对象被时空张力所撕裂，但是 

图像对象能够缝合二者之间的裂隙。可见，教育视频图像学能够摆脱传统课堂研究的“时空魔咒”，通 

过卷入“人格化的事件”和“情节化的符号链”，®实现课堂图景中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将不 

同时空、不同文化场域中的课堂实践纳人图像系统，在时间与空间的异质并存中对课堂图景做考古式关 

照，消弭种种学科边界，“突破”与“扩展”课堂研究的“方法论边界”，延展课堂研究的基本问题域，适切 

于时空整合的课堂研究诉求。

“图像志”阶段的课堂研究主要是基于“前图像志”阶段的感知描绘，对课堂图像的主题进行理性地 

分析。其实质是通过寻找课堂视觉结构与课堂观念范畴之间的对应性，明确课堂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此呈现课堂中的“人物一事件”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需要通过反思此阶段的课 

堂图像生产问题（见表2)®,对课堂事实的分析进行反哺。如果说“前图像志”阶段中课堂图像表象结 

构的描述对研究者提出了“深描”课堂的要求，那么，“图像志”阶段则对研究者通过表象对对象进行认 

知和阐释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清晰课堂图像中的“套式”，亦即在课堂图像 

内容中被学校或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一些表达模式，或者说是从实际的课堂话语中抽象出来的一套社会 

化的符号结构模式。课堂图像中的“套式”作为课堂事实的存在证据或自然理据，凝结着特定的历史文 

化信息和集体观念，是某种集体意识的直接在场和存在形式。®

①  李倍雷:《视觉文化:图与图像》，《艺术百家》2013年第4 期，第 119-122页。

②  胡易容:《论图像叙述:泛媒介化与叙述理论扩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 5 期，第 83- 

8 9页。
③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80-85页。

④  孟华:《图像证据的符号学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 期，第 3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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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上帝住在细节中”：阿比•瓦尔堡图像学的思想脉络》，《文艺研究》2016年 第 1期，第 19-30页。

段钢:《图像的直观认识特征与美学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3 期，第 30-35页。

杨向荣:《图像转向》,《外国文学》2015年第5 期，第 110-118页。

林科吉:《图像:历史记忆与文化表征—— 论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的效用》，《求索》2009年第9 期，第 209-211

吴琼:《“上帝住在细节中”：阿比.瓦尔堡图像学的思想脉络》，《文艺研究》2016年第 1期，第 19-30页。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80-85页。

韩丛耀:《图像符号的特性及其意义解构》，《江海学刊》2011年第5 期，第 208-214页。

罗小华：《潘诺夫斯基阁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106页。

表 2 ‘‘图像志”阶段课堂图像分析的反思问题

1. 图像生产的时间、地点、主体分別是什么？

2. 图像是为了什么人/目的生产的吗？

3. 创作它的人、研究者和图像中主体的身份是什么？

4. 创作它的人、持有人和图像中主体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5. 图像的呈现形式是否重构了制作者、研究者和图像中主体的关系？

6. 不同的观众如何诠释这个（系列）图像？

(三）“图像学”阶段:从“可知”到“可信”的课堂研究

教育视频图像学通过多元主体知识的卷入、综合的直观和理性的分析,在纵向上建构的是图像的文 

本学链条，在横向上建构的是图像共时态的互文语境,®关照了课堂结构的整合性、课堂解释的情境性 

和课堂事实的互文性，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阐释链，促使研究者的无意识心理得到唤醒，把大量丰富的 

“意会知识”向“言传知识”转化，®最终使“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说”的课堂图景成为“可见”“可知” 

与“可说”的课堂世界。

在潘诺夫斯基看来，图像学关照图像的内在含义与内容，“能够反映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 

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仰之基本态度的根本原则”®。“图像学”阶段的课堂研究立足于图像，而超越图 

像，不孤立地使用图像志，而是把它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共同解释视频图像中的难解之处,理性分析课堂 

视频图像的深层意义和象征价值，呈现课堂图景中的“内容一意义”事实。“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形 

象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视觉语汇，只有相对广泛和比较完整地把握某一特定形象所属的象征系列,并且尽 

可能复原或重构其‘原始状态’，将实物图像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中，才有可能接近其真实含义。”®课堂图 

像学阐释，指向一种内在意义的独创性关联，也就是要通过课堂图像去发现形成这种课堂图景的思想观 

念、教学精神的根源，及其主体间的心理特征，探索课堂阁像的深层意义世界，完成从课堂图像研究到课 

堂图像学阐释的转换。

课堂图像的真正细节是“承载了文化情感结构、具有文化情感表现力的对象”© 。细节固然在图像 

之中，可细节的价值却在图像之外。图像的意义空间并非自足的、封闭的和有限的，而是多向度的、开放 

的、甚至无限的。为了跳出分析者的他者视角，探寻课堂当事人对课堂实践的本土理解和意义建构，研 

究者可以邀请课堂图像中出现的当事人一起分析图像的每一个序列,询问并讨论当事人的感受和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断反思此阶段的图像生产问题（见表3)。® 课堂图像在“图像学”阶段成 

为通向课堂文化深处的中介，而“图像的象征性更是由一些具有文化性代码并对我们的解读起支配性 

作用的参数搭建而成的” ® 。因此，在“图像学”分析阶段，图像与课堂文化是通过隐秘的精神象征联系 

在一起的，对课堂图景的阐释不是仅仅在原意、视觉表征和心理反应等任何的单一向度上展开，而是各 

个方面的互补、综合和深化。®

①②③④
 
⑤⑥⑦⑧
 

o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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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图像学”阶段课堂图像综合分析的反思问题

1. 图像呈现了谁的知识、价值与思想？

2. 图像中呈现了什么样的知识、理念和精神？

3. 之前与之后的图像如何影响图像的意义阐释？

4. 是否存在多元的方式来诠释图像？

5. 图像研究者与图像中人事如何产生互文效果？

6. 社会身份的轴线如何架构出不同的诠释？

四、走出言说的禁地:未来课堂研究的图像素养

教育视频图像学对课堂研究方法论边界的突破，不仅是课堂研究方法的融通整合，而且是对课堂文 

化形态的认知转变,更是意味着课堂研究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教育视频图像学是一种具有解释性功 

能的图像志，是对教育图像“逻各斯”的研究，既是一门“教育图像说了什么”的研究，也是一门“该对教 

育图像说什么”的研究，更是一门“教育图像为什么这么说”的研究。如果说教育视频图像志侧重于分 

析与呈现，那么教育视频图像学则侧重于综合与诠释。要走出传统课堂研究的言说禁地,需要研究者具 

有研究未来课堂的图像素养，或称“观看之道”，是研究者通过观看（借助图像语义挖掘、图像视觉表征、 

图像行为理论等）所发展起来的综合视觉分析能力。具备图像素养的研究者，能够自觉辨别、理解周围 

教育环境中的天然事物和人为的行为符号，以探寻不可见、不可言说的深层次根源。这种未来课堂研究 

的图像素养则至少包括图像意识、图像素养和图像实践等不同方面。

(一） 课堂图像意识

课堂图像意识作为一种直观行为，是“把课堂理解为图像”的意识，是一种动态整合课堂并获得关 

于课堂认知的过程，更是对课堂表象的更直接、更充盈的呈现。海德格尔曾将世界看作为图像，在他看 

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拥有课堂图像意识的研 

究者，不再仅仅把图像理解为一种技术媒介，而是课堂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这是因为，“图像意识”既 

来源于鲜活具体的实在世界，又表征着明确稳定的概念范畴，是沟通两者的关键环节，促使作为把握主 

体的研究者与作为被把握主体的师生共处图像的张力之中。图像可以进人人的意识系统，并且表现为 

自我意识的程度和理解的力量。® 在研究者形成课堂图像意识过程中，“理智把原先在外部时空中的东 

西(感觉内容）放到主体的内部时空中去，把直观中的东西变为内心的意象，从而摆脱了原先的直观性、 

个别性而被纳人到了自我的普遍性之中”® 。研究者的课堂图像意识主要关照三个方面:其一是课堂图 

像事物，亦即研究者通过感觉、知觉和表象对课堂图景进行感性直观，形成对课堂图像的初步感知;其二 

是课堂图像客体，亦即研究者通过感知性的想象，对感性进行规范、组织和构造而形成的一种“精神图 

像”，其本质是对“图像事物”各种元素的统摄，涉及先验与经验、感性与理性的汇合转换;其三是课堂图 

像主题，亦即通过梳理课堂图像形成的来龙去脉，把握课堂“精神图像”的形成机制。以上三个过程，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课堂图像意识的意向性系统。可见，课堂图像意识不同于实际的课堂知觉，也不同于纯 

粹的课堂想象，而是集感知、想象和理解为一体的综合过程。

(二) 课堂图像叙事

每一个课堂都有其独特的视觉词汇和思维方式，只有广泛且完整地把握某一特定的课堂形象所属 

的教育象征系列，在还原与重构其“原始状态”的同时，将视频图像还原到具体的课堂情境中，才有可能

①  [德]马丁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 7 8页。

②  [德]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教育人类学》，张志坤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29页。

③  肖伟胜:《视觉文化与意识图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2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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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其真实的课堂含义。课堂图像叙事作为课堂意识形态感性化、具象化的叙事体现，是课堂历史记忆 

的当下重构，既是课堂历史记忆的时间延续，也是课堂意识形态的时空转化，将促使课堂研究始终处于 

过去与现在的“辩证”之中。课堂叙事指向课堂的“在场呈现”，将视觉文本之内的课堂图像符号引向课 

堂外部事件，使课堂图像符号转化为课堂事件符号，以此重新阐释课堂图像，旨在“回到课堂图像本身” 

(课堂行动过程、课堂反应过程、课堂言语过程和课堂心理过程），进而把课堂图像重新纳人到历史的时 

空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课堂图像的语脉、境脉和情脉。在课堂图像叙事的过程中，研究者从感性经 

验过渡到理性，然后进入公共性，将课堂图像作为“一种文化条件下的集体想象”与“处于图像中个体的 

历史本身”的合并、重叠和相互转化,®其实质是对图像中人与人、人与生命、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阐释， 

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课堂图像叙事作为课堂研究者经验中的“叙事性”建构，是理性、感性、 

判断力、审美趣味等多种因素共同聚合的课堂经验表达和教学理论生产过程，是一种“缝合”的叙事机 

制，其“最终不是要把我们带回一个埋藏在诸多土层之下的‘原址’。而是让我们在这些土层的错位、断 

裂关系的考掘过程中（考掘过程本事作为一种中介），看到无法被命名的图像的事件真理”® 。可见，在 

课堂图像叙事的过程中，研究者不是置于课堂图像之外，而是需要进入课堂的“生命实践”范畴，在课堂 

细节的经验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将它们“情节化”地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以保证课堂 

结构的整合性、事实解释的情境性和叙事文本的互文性。

(三）课堂图像实践

如果仅仅把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方法理解成对课堂图像的破译技巧，限制在“图像志”的阶段是一种 

对教育视频图像学的狭隘化理解。教育视频图像学的最终任务是作为一种图像实践的产物，表达教育 

场域中的人所凝结的教育理念，为教育场域中“人的存在”寻找证据。在这个过程中，课堂研究者需要 

把握两种关系:其一是需要再现图像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需要构建观看者与图 

像中的世界的特定关系和互动意义。支撑图像实践的基础是图像思维，图像思维具有创造性，能够有效 

利用感知觉、经验和意会知识，结合感性思维，经过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模式。 

一方面，课堂图像实践能够引导研究者去破译图像所隐含的一个课堂场域中主体间普遍共享的实践规 

则、文化密码和生命图景;另一方面,课堂图像实践在文化、技术和艺术等方面对研究者提出了要求，需 

要研究者不断完成课堂图景的“循环阐释”。课堂图像实践中“阐释的循环”则需要研究者将“实践经 

验、教学理论、综合直观”三种知识作为依据，考究“课堂具体对象和实践、课堂主题内容和课堂思想理 

念”三重意义，通过“主客视角、复调叙事、多元互证”来进行矫正，以此把握主体阐释与课堂事实之间的 

张力。最后，课堂图像实践需要研究者以参与者的姿态涵泳于课堂的生命之流，积极而充分地调动身体 

的各种感知功能,“通过细节的症状（断裂、疏漏、重复、变异）抵达人类与其生命情感姿态的关系”® ，朝 

着课堂事物的内在生命真实运动，与课堂事物的内在生命进行对话与融合，解释课堂生命实践的冲动与 

绵延的奥秘，最终澄明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融通汇合精神境遇与生存境遇，走出课堂研究的“言说禁 

地”，进入到课堂研究的澄明之境。

(责任编辑：子聿)

①  [德]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教育人类学》，张志坤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29页。

②  赵文:《症状阅读、事件与图像学:略谈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知识”》，《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 6 期， 

第 64-72页。

③  赵i ；:《症状阅读、事件与图像学:略谈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知识”》，《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 6 期， 

第 64-72页。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