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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频图像学研究

图像的育人价值与教育的图像转向
———以符号表征与交流为视角

　 　 　 李云星

摘　 要:　 现代学校教育本质上是依托于文字、图像等多种符号模态进行表征与交流的

实践活动ꎮ 相比于文字与语言ꎬ图像作为符号模态含有即时性与开放性特征ꎬ具有独特

的育人价值与意义ꎬ并为认知心理学研究所确认与支持ꎮ 社会的图像转向与教育交流

的多模态性呼唤面向并超越图像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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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ꎬ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ꎮ 一方面ꎬ以写作(ｗｒｉｔｉｎｇ)为主流正在转

向以图片(ｉｍａｇｅ)为主流ꎻ另一方面ꎬ以书本为主流媒介正在转向以屏幕为主要媒介ꎮ①面对这一变革ꎬ
有研究者提出要建立图像时代的教育ꎬ②并倡导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ꎮ③在教育与教育研究的视

频图像转向过程中ꎬ尚有诸多问题有待回答ꎮ 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ꎬ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在何处? 图像

与语言、文字在教育实践中的关系如何? 转向图像的教育意味着什么? 它存在何种局限并如何超越这

种局限? 本文尝试从符号表征与交流的角度ꎬ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与回答ꎮ

２７１



一、基于表征认识论的学校教育

尽管表征是教育学的主要概念之一ꎬ但它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教育理论忽略了ꎮ① 这一局面直到

莫伦豪尔(Ｍｏｌｌｅｎｈａｕｅｒꎬ Ｋｌａｕｓ)才得以缓解ꎮ １９８３ 年ꎬ莫伦豪尔出版了«遗忘的联结:论文化与教育»ꎮ
在该书中ꎬ莫伦豪尔区分了教育的两种基本结构类型:展示(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 他将

前者作为中世纪教育的典型形态ꎬ后者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结构形态ꎮ 在莫伦豪尔看来ꎬ教育是人类文

化遗产的传递ꎮ 在此意义上ꎬ不仅儿童需要成人ꎬ成人也需要儿童ꎮ 因为只有经由儿童ꎬ才能传递成人

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文化遗产ꎮ 因此ꎬ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即是选择什么进行传递以及如

何进行传递ꎮ②

聚焦如何进行传递ꎬ基于历史文本与材料的分析ꎬ莫伦豪尔揭示了作为展示与表征的教育形态ꎮ 莫

伦豪尔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关于语言学习的说明为例ꎬ呈现了一种作为展示的教育存在ꎮ 在学校

教育制度出现之前ꎬ教育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ꎮ 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展示是儿童教育的主要形式ꎮ 父

母通过手势、语句等展示(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事物ꎬ儿童通过明晰展示动作与展示之物的联系ꎬ来习得事物的

意义ꎮ 展示之物不仅包含日常生活中的事物ꎬ也蕴含了上一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ꎮ 这一展示通过语

言ꎬ并且蕴含了事物的结构、秩序与意义ꎬ如左与右ꎬ黑与白ꎮ 儿童在习得语言之后ꎬ会通过习得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意愿ꎮ 展示作为教育的基本形式依然存在于今日学校教育形态之中ꎮ 布因克曼等人对课

堂教学的现象学研究表明ꎬ展示(ｓｈｏｗｉｎｇ)与指出(ｐｏｉｎｔｉｎｇ)是教师教学的两种基本形态ꎮ③

展示意味着让儿童直接面对事物ꎬ面对现实ꎮ 由于现实世界本身过于纷杂ꎬ且充斥暴力、色情等负

面内容ꎬ因此ꎬ父母的日常生活展示会采取“过滤”的方式ꎬ让某些东西被展示ꎬ另外一些东西则被拒之

门外ꎮ 教育机构的出现是教育过滤的制度性成果ꎮ 新的机构(学校)以及机构文化出现后ꎬ文化不再是

作为完整的整体呈现给儿童ꎬ而是部分呈现ꎬ并且日益脱离于总体文化ꎮ 在学校中ꎬ我们不再直接向儿

童呈现日常生活(尽管展示依然是教育教学的方法之一)ꎬ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它们ꎮ
“表征在教育教学上是必不可少的ꎮ”④表征并不是向儿童直接呈现某物ꎬ而是通过文字、图像或者

物体来代表某物或者知识ꎮ 莫伦豪尔指出ꎬ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即是教育表征的典型代表ꎮ 有研究

者直接将夸美纽斯的教育学称之为“表征教育学”(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ꎬ并且强调现代学校教育是

建立在一种表征认识论(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的基础之上ꎮ⑤ 夸美纽斯在«世界图解»中选取了

１５０ 个主题ꎬ从“天空”到“正义”ꎬ每一个主题都有一副图画以及两种语言的解释(拉丁语与本土语言)ꎮ
莫伦豪尔指出ꎬ以教育学视角观之ꎬ«世界图解»隐含了一个教育基本问题ꎬ即向儿童表征什么以及如何

安排这一表征顺序ꎮ 这一问题自夸美纽斯开始直至今日依然是教育学的核心问题ꎮ «世界图解»中体

现了夸美纽斯对培根感觉哲学以及笛卡尔理智哲学的教育学修复与综合ꎮ 他既反对培根感觉第一的理

念ꎬ也反对将学习看作是不外乎基于语言或书本学习的过程ꎮ 因此在«世界图解»中ꎬ夸美纽斯用图指

向感觉ꎬ图片背后的分类、秩序以及解释等指向理智ꎮ 换言之ꎬ事物的学习ꎬ既不仅仅是感觉印象ꎬ也不

单纯是概念ꎬ而是二者的结合ꎮ
«世界图解»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的一次根本转移ꎮ 教育表征不仅仅是简单地呈现缺席的东

西ꎬ而是通过数学数字、文本符号和形而上学思想表征生活世界ꎬ将儿童引入普遍知识ꎮ⑥以表征认识论

观之ꎬ现代学校教育的实践逻辑在于:教育者首先确定需要传递的价值、知识与文化ꎬ然后以恰当的符号

(文字、声音、图片、实物)对其进行表征(如教科书)ꎻ随后师生围绕教育材料进行符号交流(如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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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进而促进学生的意义建构与文化传递ꎮ
教育由“展示”向“表征”的转向ꎬ彰显了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转换ꎮ 这一转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

史文化根源ꎬ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ꎮ 在展示教育阶段ꎬ儿童与父母的生活方式是一体的ꎬ带有
鲜明的参与性与具身性特征ꎮ 在进入“表征”教育之后ꎬ儿童学习转换成符号表征的认识与习得ꎬ不仅
学校文化脱离于总体社会文化ꎬ儿童也陷入了表征符号的牢笼ꎮ 于是ꎬ让学习的内容以及表征形式符合
儿童兴趣的理论应运而生ꎮ 教育的表征之维决定了教育兴趣理论的必然出现ꎮ 针对表征认识论存在的
问题ꎬ有研究者提出要超越表征认识论ꎬ回归“展示”认识论以及“行动”认识论ꎬ重构当代学校的目的与
课程ꎮ① 这一倡导固然有其道理ꎬ但正如莫伦豪尔所指出的ꎬ基于表征的教育代表的是当代教育的一种
形态ꎮ 这一形态的教育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ꎬ就像基于展示的教育并没有消失一样ꎮ 在学校
依然是主流教育机构的背景下ꎬ表征什么以及何以交流才是教育研究亟需关注的问题ꎮ

二、作为表征模态的图像及其育人价值

在中世纪的教育中ꎬ图像是主要的教学媒介之一ꎮ 例如ꎬ承担成人教学职能的教堂在教学时ꎬ往往
将教学具身于图画(ｐｉｃｔｕｒｅ)之中ꎮ 但到了当代ꎬ人类对下一代的指导并没有嵌入身体姿态之中ꎬ而是存
在于认知理解操作的公式、语法、句法、结构与类型的习得ꎬ以及一般的抽象原理之中ꎮ 这一转变与 １７
世纪的机械论有关ꎮ 机械论隐喻将人类文化看作是一种机械理性主义解释ꎮ 教育的目的在于掌握文化
的内在原理ꎬ而非切实感知ꎮ 语言作为人工产物ꎬ遵循词汇与语法规则ꎬ能够更好地呈现基本原理ꎮ②

当然ꎬ这一转变也可能与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图像的印刷技术发展不足、成本过高有关ꎮ
随着印刷技术尤其是当代数字科技的发展ꎬ图片在教育中应用又重新开始增多ꎮ 研究发现ꎬ与

１９３５ 年以来的教科书相比ꎬ今日的教科书书写文字越来越少ꎬ教科书中的图片越来越多ꎮ 图片与文字
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ꎮ 图片既不是文字的简化ꎬ与文字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关系ꎬ而是各自带有不
同的认识论可用性(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ꎮ③

以符号学视角观之ꎬ图像(ｉｍａｇｅ)、文字(ｗｒｉｔｉｎｇ)、布局(ｌａｙｏｕｔ)、言语(ｓｐｅｅｃｈ)、动画(ｍｏｖ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等都是用于表征与交流的模态(ｍｏｄｅｓ)ꎬ不同的模态含有不同的可用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和特性ꎮ 例如ꎬ文
字遵循的是句法、语法与词法规律ꎬ文字的大小、颜色等又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相关ꎬ因而也具备意义建
构的功能ꎮ 言说(ｓｐｅｅｃｈ)虽然与书写一样共享句法、语法和词法结构ꎬ但它包含强度(响度)、音高及其
变化、音调及其质量、音长以及沉默等特有属性ꎮ 图像所涉及的元素结构、位置、大小、颜色、形状等能够
呈现空间关系ꎮ 相比于静态图像ꎬ动画则能够呈现运动或动作ꎮ

因为各种模态所具特性及其可用性不同ꎬ当它们用于教育表征与交流时就会各有利弊ꎬ并在育人价
值的潜能上存在差异ꎮ 如在教科书中将实物(量角器)转换为图片和文字时ꎬ量角器的三维特性、实际
大小等都无法在图片中被感知ꎮ 但量角器的图片呈现则提供了适用于一般教学实践的普遍性与理想
性ꎮ 当量角器被转换为文字时ꎬ量角器的特性损失更为严重ꎬ但它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比图像呈现更抽象
的一般性ꎮ 在动作向图片与文字的转换当中ꎬ动作所随附的手势、眼神、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的变化会被
过滤掉ꎬ不过会获得书写的句法结构与先后的逻辑顺序ꎮ 当动作转换为图片时ꎬ动态意义上的动作被定
格为某个“瞬间”ꎮ 此时ꎬ动作的具体性、流动性让位于抽象性ꎬ转换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动作类型ꎮ

本质意义上ꎬ教育总是蕴含着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日常语言与符号语言、具体与抽象的切换与转
换ꎮ 在此意义上ꎬ不论是代表具体的图像ꎬ还是更具一般性的文字都有其教育价值ꎮ 只不过各自在育人
价值的潜能上存在差异ꎮ 这一差异也与不同模态的展开逻辑有关ꎮ 在事物表征过程中ꎬ书写、言说等必
须遵循时间序列逻辑ꎮ 一个声音必须在另一个声音之后ꎬ一个词语在另一词语之后ꎬ一个句法和文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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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ｌｌｅｎｈａｕｅｒꎬＫ.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ꎬ１９９１(９):３５６－３６９.
Ｂｅｚｅｍｅｒꎬ Ｊ.ꎬ Ｋｒｅｓｓꎬ 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２５(２):１６６－１９５.



分在另一个句法与文本部分之后ꎮ 而图像表征则遵循空间与即时性逻辑ꎮ① 它瞬间同时向观众敞开ꎬ
更加开放ꎮ 图像的即时性与开放性使得它的单位信息负载相较于文字更加浓缩ꎬ这也是“一图胜千言”
的原理ꎮ 相比于倾听ꎬ图像的信息承载更具有优势ꎮ 根据研究ꎬ听一组信息ꎬ三天后的信息留存率为
１０％ꎬ而运用图片展示ꎬ三天后的信息留存率能达到 ６５％ꎮ②

符号表征与交流理论表明ꎬ图像在教育表征与交流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局限ꎮ 这一判断也得
到了认知心理学的解释与支持ꎮ 心理学家理查德迈耶(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 Ｍａｙｅｒ)等人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ꎬ
相比于单独的语词(ｗｏｒｄｓ)学习ꎬ人们能够从语词与图片相结合的学习形式中受益更多ꎮ③ 基于巴德利
(Ｂａｄｄｅｌｅｙ)的工作记忆模型ꎬ帕维奥(Ｐａｉｖｉｏ)的双编码理论以及斯威勒(Ｓｗｅｌｌｅｒ)的认知负载理论ꎬ迈耶
提出了多媒介学习认知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ꎮ 在一般意义上ꎬ迈耶所说的媒介
(如图片、语词)就相当于符号学中的模态ꎮ 巴德利的工作记忆理论强调ꎬ工作记忆是感觉记忆与长时
记忆的联结ꎬ它包含语音系统(用于词的顺序记忆)、时空图像处理(加工视觉与空间信息)以及注意中
枢系统(分配注意资源、控制加工过程)ꎮ 根据双编码理论ꎬ人在信息知识表征与处理时ꎬ会同时存在两
个系统:一是针对非语词事物、映像的图象编码ꎬ二是针对语言实体的语言编码ꎮ 前者是根据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组织ꎬ后者则根据联想与层级组织ꎮ 斯威勒的认知负载理论则强调ꎬ人在工作记忆时处理信息
的容量是有限的ꎬ因此需要区分认识负荷的类型ꎮ 斯威勒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认知负荷:内在(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认知负荷、无关(ｅｘｔｒａｎｅｏｕｓ)认知负荷与密切相关的(ｇｅｒｍａｎｅ)认知负荷ꎮ 其中ꎬ内在认知负荷指学习内
容自带的认知要求ꎬ无关认知负荷则由与学习材料无关的因素引发ꎬ密切相关的认知负荷有助于学习提
升ꎮ 在三种认知负荷中ꎬ内在认知负荷不可操控ꎬ但后两者则可以控制ꎮ④

迈耶通过研究总结了多媒介学习认知理论的工作机制ꎮ 首先ꎬ多媒介的表征(词语与图片)通过耳
朵与眼睛进入感觉记忆ꎻ然后工作记忆会对声音、图像进行选择与组织ꎬ形成口头模式与图片模式ꎻ最
后ꎬ口头模式与图片模式会与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ꎬ进而形成新的认知ꎮ 这一原理充
分凸显了图像在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作用ꎬ也为图像的教育应用奠定了基础ꎮ

基于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ꎬ迈耶提出了多媒介教学的相关原则:相干性原则(排除无关的学习材
料)、标记原则(对必要学习内容进行强调)、冗余原则(图形与叙述学习优于图形、叙述与印刷文本学
习)、空间临近原则(语词与图片靠近的效果更好)、时间临近原则(语词与图片同时呈现的效果更好)、
片段原则(基于学生节奏的片段学习比连续性学习效果更好)、预备原则(在了解多媒介学习理论基础
上的学习效果更好)、情态原则(基于图形与叙述的学习优于基于图形与印刷文本的学习)、多媒介原则
(词图结合学习优于单独语词学习)、个性化原则(对话类型的语词学习优于正式形式的语词学习)、声
音原则(人类声音学习优于机器声音)等ꎮ⑤ 这些原则是迈耶在大量研究基础上的提炼与总结ꎬ得到了
实证数据的支持ꎮ 它不仅为图像的育人价值提供了理论辩护ꎬ更提供了实践支撑ꎮ

三、教育的图像转向及其超越

教育的图像转向不仅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根基ꎬ更有着切实的现实背景ꎮ 伴随着摄影、照相、多媒体
等技术的发展ꎬ人类社会已然进入图像化生存阶段ꎮ 人类社会交往从以文字(书信、短信)与声音(电
话)为主ꎬ转向以图片、即时语音以及实时与场景化更强的视频为载体ꎮ 就内涵及其实践形态而言ꎬ教
育的图像转向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ꎬ教育目标与培养目标的图像转向ꎮ 教育目标的图像转向强调将视觉素养(ｖｉｓ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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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教育目的之一ꎮ 视觉素养概念最早由约翰德贝斯(Ｊｏｈｎ Ｄｅｂｅｓ)于 １９６９ 年提出ꎮ 在他那里ꎬ视觉

素养指的是通过观看并整合其它感觉经验而发展的能力ꎮ 基于这一能力ꎬ人类才能区分、解释日常碰到

的可见动作、物体和符号ꎬ并与他人交流ꎮ 尽管一个普遍接受的视觉素养概念本身存在困难①ꎬ但视觉

素养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教育学、历史学、批评理论、修辞学、符号学、哲学等学科的关注ꎮ 在教育领域ꎬ视
觉素养通常指阅读、解释、鉴赏以及运用图像的能力ꎮ 就能力类型而言ꎬ视觉素养与语言素养(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存在差异ꎮ 例如经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 推行的 ＰＩＳＡ 阅读测试中ꎬ连续性阅读指向语言素养ꎬ侧重

文字的中心思想概括与总结ꎬ而非连续性阅读往往指向图像、图表或说明书的阅读ꎬ强调非连续性信息

的获取ꎮ 视觉素养的提出为图像时代的教育提供了目标导向ꎮ
其二ꎬ教育空间与学习材料的图像转向ꎮ 图像时代的教育应该致力于面向视觉－空间智能的图像

化环境创设ꎮ 如“由师生共同设计制作屏幕画面ꎬ 加强教室的视觉外观效果ꎬ探索教室墙壁、黑板在布

局、平衡和颜色等方面的组合机制ꎬ同时ꎬ尽可能地丰富学习材料的视觉变化ꎬ如用不同颜色标示、变化

形状、讲述和讨论时的视觉化辅助等ꎬ通过图像的设计编制来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觉等多重感官的结

合ꎬ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图像所具有的直观、形象的优势ꎬ使每一种教学环境中的图像都能产生教育的

力量”②ꎮ 教育材料方面ꎬ可依据教育内容的特性ꎬ以适切性为标志ꎬ多采用工作表、实物、模型、手绘等

视觉材料ꎬ强调材料的多向度视觉呈现ꎬ如 ＰＰＴ、照片、数字录像、三维模型等ꎮ
其三ꎬ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图像转向ꎮ 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图像转向强调以图像为工具、方法

来提升教育的成效ꎮ 例如ꎬ通过图像来讲授概念ꎬ利用思维导图让学生对自己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图像

化显示ꎮ 在实践层面ꎬ不同学科已经有了相应的实践ꎮ 如在科学课堂上ꎬ用动画来呈现植物的生长过

程ꎻ在地理课堂上ꎬ通过谷歌地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开展教学ꎮ 伴随着新数字科技的发展ꎬ虚拟现实

(ＶＲ)也用于课堂教学ꎮ 相关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小学ꎬ大学课堂也有所尝试ꎮ 研究发现ꎬ在大学市

场营销课堂中ꎬ采用图像总结(ｖｉｓｕ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的教学方法ꎬ有助于提升学生特定专题的成绩以及总体

的课程满意度ꎮ③

教育的图像转向并不是对基于语言教育的否定ꎬ而是强调语言作为教育表征模态的局限以及图像

交流的教育意义ꎮ 根据符号学理论ꎬ符号交流中的所有模态都有助于意义的建构ꎮ 所有的模态ꎬ包括书

面与口头的语言模态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意义建构有贡献ꎮ 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并不存在单一的模态ꎬ相
反ꎬ每一种模态都在整体上承担着具体的角色ꎮ 奥古斯丁关于语言学习的论述早已为交流的多模态性

进行了注释:
据我记忆所及ꎬ从此以后ꎬ我开始学语了ꎬ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ꎮ 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

我言语ꎬ和稍后读书一样ꎻ是我自己ꎬ凭仗你ꎬ我的天主赋给我的理智ꎬ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

种动作ꎬ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ꎬ使之服从我的意志ꎻ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ꎬ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

心情ꎮ 为此ꎬ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ꎬ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ꎬ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

这东西叫什么ꎬ要指那件东西时ꎬ便发出那种声音ꎮ 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ꎬ这是各民族的自

然语言:用面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ꎬ或为要求、或为保留、或
是拒绝、或是逃避ꎮ 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ꎬ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ꎬ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ꎬ便勉强

鼓动唇舌ꎬ借以表达我的意愿ꎮ④

从奥古斯丁的阐释来看ꎬ在儿童的语言学习过程中ꎬ父母与儿童交流运用了语言、声音、动作、目光、
表情以及指示物等多种模态的媒介ꎮ 儿童在与父母的多模态交流中习得了语言及其背后的意义ꎬ并通

过模仿习得并运用语言ꎮ 交流的多模态性不仅适用于基于展示的教育ꎬ也存在于作为表征的学校教育

之中ꎮ 研究发现ꎬ学生英语的高级读写技能是通过组合谈话、写作以及其它表征与交流模态ꎬ如手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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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动作、姿势等实现与建构的ꎮ① 不仅如此ꎬ课堂文本也是通过不同模态的交流(组织的、常规的、以及

社会特定的表征方式)互动实现的ꎮ 行为与图像并不仅仅是对语言的说明ꎬ而是特定表征工作的实现ꎮ
学习是一个多模态过程ꎬ它超越了语言ꎮ②

根据前已述及的多媒介学习认知理论ꎬ图像与文字并不是对立的关系ꎬ当图像与文字整合在一起

时ꎬ能够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ꎮ 符号交流的多模态性与多媒介学习认知理论呼唤一种面向图像又超越

图像的多模态、多媒介教育ꎮ
这一形态的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强调超越语言素养(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与视觉素养(ｖｉｓ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

多元素养(ｍｕｌｔ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ꎮ 多元素养指的是一种跨媒介、跨文化、跨模态的综合能力ꎮ 它能够根据不

同文化、不同媒介的特征ꎬ对多种模态的文本进行识读、解释、鉴赏与创造ꎮ 同样ꎬ它也强调教育空间与

教育材料的多模态性ꎮ 它将课堂本身看作是一个通过空间安排、家居、视觉现实、设备、人工制品来澄清

时间、管理主义、能力学科知识的多模态信号空间ꎮ③ 多模态教育还强调教育材料的超文本(ｓｕｐｅｒ￣ｔｅｘｔ)
特性ꎮ 文本、教科书、互动白板的材料显示、媒体图片、动画、互联网等多模态资源都是教育材料的来源

形式ꎮ 多模态的教育文本旨在建立一个用于意义交换的多元符号链ꎮ 这一超文本的建构与使用应基于

师生互动的原则ꎮ 如先经由学校教师设计涵盖教科书、网站以及其它多种模态与形式的教学资源ꎬ然后

进行数字化呈现到网上ꎮ 这些材料可以由学生下载、使用并反馈ꎬ然后保存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使用ꎬ对文本进行重新改写与设计ꎮ④在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方面ꎬ同样强调多模态性与多

媒介性ꎮ 教师在教学方式或学习方式的设计时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ꎬ课程知识如何被组织、分类、表征并

交流ꎮ 如何通过不同模态多元表征课程知识以及如何运用更适切的交流模态与学生进行互动ꎮ 教师与

学生的多模态交流其实是呼唤教师参与的专注与投入ꎮ 一般而言ꎬ教师在互动过程中采用的模态越多ꎬ
越能吸引学生注意ꎮ

超越图像的教育强调要充分认识各模态的优势与局限、教学知识的性质与特征、学生的学习风格与

年段特征ꎬ并结合上述因素的多元复杂关系ꎬ进而寻求适切、有效的教育教学路径ꎮ 多模态教育的评价

标准是适切与有效ꎬ而不是更花哨或更多的模态运用ꎮ 有研究表明ꎬ尽管学生能够控制进度的动画教学

更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升ꎬ但静态图像的教学运用同样有效果且能更容易、更经济地获取ꎮ⑤ 另有研究

表明ꎬ动画学习可能并不适用于带有层次结构的学习内容ꎮ⑥ 还有研究表明ꎬ学生的认知类型、学习经

验在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材料时存在复杂的关系ꎮ⑦

教学内容、表征与交流模态以及学生特点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ꎬ图像与数字时代的到来ꎬ为认

识并运用这一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载体ꎬ也提出了更多的困难与挑战ꎮ 探索图像与其它媒介、模
态的育人价值与限度、适用对象与范围ꎬ以更好地促进教育实践及其改革ꎬ将成为当下教育研究的重要

任务ꎬ也是新时期教育理论创新的可能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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