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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路径”是掌控教育改革的最高之“道”，“具体途径”是教育体制、机制、方式改革中选用

的实然套路。教育改革史上出现了三条元路径，即教育事业的自生逻辑、外力控制的强制变迁与教育

理论的实践渗透。教育改革的核心变革力来自教育理论的扩散与衍生，它是三种力量，即教育理论的

磁力、教育实践的应变力与教育体制的支撑力在相互角力中合成的。在教育改革中，具体路径存在的

使命是侧应教育理论向实践转生的需要，理念优选、范例推销、制度配合与体制拆解等都是把教育改革

导向成功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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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改革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常态与主题，教育改革不时在我们的身边、脚下发生着，探究教

育改革的科学路径问题无疑是导引改革成功的有力抓手。当前，学者对教育改革的理解林林总总，如

有人认为，教育改革就是教育体制的顶层设计，就是教育实践的持续转变; 有人认为，教育改革就是教

育文化及其范式的悄然变迁，就是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一场利益搏杀与实力博弈，等等。我们认为: 这些

教育改革观都是“单视角”认识改革实践的产物，难以得到俯视改革全景的立体教育改革观。教育事物

的存在具有多态性，如观念形态、制度形态、文化形态，且各种形态之间存在着共在、共体与共生关系，

每一次真正的教育改革都会波及教育事业的全局，都要走过“始于观念、成于制度、终于文化”的一段完

整行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改革难免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搏杀，难免教育体制格局的重构，但相对而

言，它们只不过是改革的表象或“浮游物”而已，无法透视出潜藏在教育改革背后的根本机理———改革

“元路径”，难以从根源上找到导引教育改革成功的思维与哲理。我们认为: 教育改革是教育理念、教育

实践与教育文化共同构筑的一座立交桥，教育理念向教育实践机体内的接入与萌发则是这一立交桥的

中流砥柱，教育改革的元路径只能从这里去探寻。

一、教育改革的三条“元路径”

当前学术界有关“元 × ×”的表述并不罕见，如“元科学”、“元思维”、“元认知”、“元教育学”等。
对这些表述中“元”字的意义作以汇集，其大致意思是“最根本”、“最高级”、“反身思考”等意思。维基

百科中对“元”字的解释是“头、首、始、大、根本”的意思;《春秋繁露·重政》中对“元”的理解是:“元者，

为万物之本。”简言之，一切元学科、元认知、元思维都是对本学科、本认识、本思维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探

究与思考，都试图找到其存在发展的思想始基与最深层发展机理。基于这一分析，我们认为: 教育改革

的“元路径”是一切具体教育改革思维的元定理、元思维、元认识，是衍生出一切具体教育改革行动线路

的原形、母体与本原，是统领复杂多变的教育改革实践的思维原点与无形之“道”。教育改革的元路径

与具体路径之间是“一”与“多”、“里”与“表”、“本”与“末”的关系。抓住改革元路径是实现教育改革

游刃有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立基点，是撬动教育改革全局的省力杠杆。进言之，具体教育改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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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教育事业的体制、机制、方向、道路、方式、进程等问题，而“元教育改革路径”解决的是最一般、更根

本、最普适的教育改革思维路径的问题。在学术史上，有三种教育改革的元路径值得我们思考，这就是

实践逻辑、强制变迁与理念渗透。现实教育改革中出现的诸种形态与套路或者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

的，或者是三者相复合、相拼接的产物。
( 一) 自生逻辑: 教育改革的原始路径

在人类教育事业尚未达到自觉水平以前，布迪厄所言的“实践逻辑”，或“无逻辑”、“自生逻辑”是

导引教育变革的基本路径。尽管人们对这一逻辑的揭示比较滞后，但它的存在几乎是与教育事业同日

而生。有教育活动存在的地方就有实践逻辑的存在，教育活动的一切变革都是这一自生逻辑自然演绎

的结果。“实践逻辑的原则是一个生成和组织图式系统，这些图式在客观上是连贯的，它们在实践状态

下运作，如同一个往往不甚确切的但又不乏系统性的选择原则( 布迪厄，2003: 161) 。”①在实践逻辑中，

一切教育行动总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形势、情势随波逐流，总是被实践感、实践自身的意图与无声召唤牵

着鼻子走。在这种逻辑驱使下，不追求理据的支撑，不会对教育改革的目的深入省察，不接受种种教育

理念、意图、权力的命令，是该教育改革路径的鲜明特征。整个教育改革就是一部自动机，是在社会无

意识主导下的自发转变与机械运转，是在实践场域与风潮中的顺性而动。其实，在实践逻辑主宰的教

育领域中，我们看到的一切教育变化可能根本不能算是“改革”，可能顶多只能算是一种“变化”“演变”
而已。但我们认为: 这恰恰是当代教育改革热衷于“拔根”式改革的短板所在，是当代教育改革最需要

补修的一门功课。“实践的完整性并不依赖于理论”，②再高明的改革理论都不可能“晒”出教育实践的

全景图，而只能在教育实践的苍穹中摸索前行。不关注自生逻辑的教育改革是危险的，当代教育改革

者也只有在教育实践逻辑中植入改革的梦想与程序后才可能孕育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找到教育改革

的应然路径。
( 二) 强制变迁: 教育改革的他控路径

如果说自生逻辑是教育事业自带的逻辑轨道，那么，源自“教育气候”与社会体制的教育改革则建

基于第二条改革元路径之上，这就是他控路径。在这一路径中，教育改革是被强制的对象，社会体制与

教育气候在“推着”它前行。教育事物“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出现在世界上、存在于世界上的关系，意思

是属于世界，被世界拥有，在这种关系中，无论行动者还是客体都无法按照其本来面目存在”( 布迪厄，

2009: 165) 。③因此，任何教育改革都必须关乎自己的处境，都必须脚踏社会“大地”，努力保持自身与外

界的平衡与和谐。教育改革栖身于社会大环境中，种种“体制背景”、教育气候束缚着改革者的手脚，要

求他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规划与体制性设定，这就决定了任何教育改革都不可能恣意妄为，而必须部

分地顺应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强制与期许。换个角度来看，教育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教

育更有价值”，力促教育事业在社会舞台中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找到自己更好的用武之地。
什么是社会体制? 它是社会总体控制教育改革的方式与力量综合，社会体制是教育改革的总图。

莫兰指出，“总体超过背景，它是包含不同部分的整体，这些部分以相互反馈作用的或组织性的方式与

它相连”( 莫兰，2004: 25) 。④教育只是社会体制之网上的一个结点而已。社会将教育安置到社会总体

中的哪一“位置”上，它就要履行这个“位置”理应担负的职责，并在与周围社会事物联手、互动中发挥

自身的职能。例如，在生态危机的今日，教育被赋予了“生态卫士”的职能与角色，教育事业就必须在这

一岗位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社会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改革必须顺从体制化的社会安置，被控制是

其社会归属性使然，教育改革必须走社会体制为它设计好的路子。同时，教育改革不仅要接受社会体

制的刚性控制，还必须接受教育气候的柔性控制。所谓“教育气候”，就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教

育工作形成的诸种大众化认识与改革期待，它以教育常识、教育正统、教育定见的形式规训着身处教育

世界中的人与事，控制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步调。教育气候好似一层“迷雾”，它蒙蔽着教育改革者的

视野，建构着改革者的教育处境，迫使改革者选择一条大众化的改革常道。“处境就是一个人所占据的

位置、所处的境况或环境”，⑤每一个教育改革行动都折射着改革者的真实教育处境，教育改革的角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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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处境意识是其受控逻辑的自然体现，改革者无法逃逸出被强制的社会逻辑。
( 三) 理论渗透: 教育改革的本真路径

教育改革是任由教育实践的“发条”去自运转，还是由任由教育事业的利益阶层去操控? 这是教育

改革元路径探索中的一个棘手问题。遵循实践逻辑，能够保证教育改革始终奔跑在“教育”自身的轨道

上，但无法解决教育事业运行的“提速”与发展问题; 顺从社会体制的规划，能够解决教育改革的动力与

价值问题，确保教育事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与呵护，但无法保证教育改革的“教育属性”。面对这

一纠结，教育改革的第三条元路径———理论渗透路径更应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教育改革不是基

于教育实践逻辑的“自己改自己”，不是按照教育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来进行“去教育化”改革，而要在

教育事业的内部互构机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内互动导引下进行。客观地说，教育理论不是天

外来客，其形成一定会考虑到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一定会关注到教育体制环境的现状，这是因为教育

理论的提出者本身是栖身于社会机体与教育事业内部的。但是，教育理论不会局限于此，它更加关注

的是教育事业如何更加合理化的问题，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社会问题，这就使教育理论关涉

的改革路径远远超越了上述两种教育改革元路径。
教育改革不仅是为了“把教育办得更像教育”，为了“让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利益的实现”，更是

为了“把教育办得更好”。“为好教育而存在”既是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点，也是教育自身进化的要求，而

教育理论正是绘制好教育蓝图的“画笔”。促使教育进化的力量主要不是社会外力，而是教育事业自身

的合理化要求。所谓合理化，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理的教育理论追求的是双重目

的———教育自身发展利益与教育肩负的社会使命之间的整合与兼顾。在这一意义上看，教育理论也是

教育自身要求与外在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点，是引导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利益诉求、创造更完美教育事

业的精神引擎。按照教育理论来改革教育事业才是教育改革的本真路径。当然，一旦按照教育理想来

改革教育事业，就意味着要适当打破既有的教育体制及其利益格局，现有教育体制把持者自然不会百

分百地支持教育改革，因为“改革中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李克强语) 。同理，基于理想的教育改

革也必然给一线实践者带来压力或威胁，毕竟基于实践逻辑，按部就班地搞教育要比顶着改革风险、投
入更大创新成本去搞教育要轻松地多。正是如此，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释放自身效力与精神内能的根

本途径是向实践去渗透、去扩散，是借助自己实力与魅力的展示去说服、去赢得更多教育实践者与教育

政策设计者的支持。任何教育改革路径的推进都需要一种“变革力”的支撑: 实践逻辑改变教育的力量

是“自然力”，体制变迁撼动教育事业的力量是“强制力”，教育理论变革教育的力量是“认同力”。一旦

教育理论倡导的先进教育理念被教育改革者社群所接纳，它激发出来的教育改革能量是巨大无比的，

完全可能引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这就是教育理念认同力的威力! 所以，向教育实践中渗透先

进教育理念既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又是一种慢慢发酵、效能持久且能撼动教育事业根基的改革元

路径。

二、理论渗透与教育变革力的生成

判断一种教育改革路径优劣的首要标准是“教育改革效力”这一关键指标，效力的生成、聚合与放

大是选配教育改革路径时的首要考虑问题。如果说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其改革效力的形

成不仅是教育系统全身发力的结果，更是它对教育气候、社会体制默契配合、积极引领的结果。对教育

改革而言，社会体制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参量，它不会完全附应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合理社会体制的形

成总是滞后于教育改革。与社会体制相比，教育系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动性、自调性，改造自身的

组织架构与观念体系是教育变革的实质，释放教育理念的潜能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我们认为: 教

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教育实践的自运转轨道，而能够有力使之顺利变轨的力量正源自一种全新

教育思想、突破性教育理论的潜入。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理论是教育实践的扳道工，把自身的能量传

递到教育实践中去是教育改革的使命。立足理论渗透的元路径，借助教育理论的冲击波来导航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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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是提升教育改革变革力的有效路径。
所谓“变革力”，就是教育改革对教育实践所产生的效力，即影响力与推动力，就是教育改革中激发

出来的强大改革正能量。在理论渗透主导的改革路径中，所有有助于促成教育理论能量向教育实践转

生的积极因素都是教育变革力的供给者。我们认为: 在这些因素中，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体制尤

为关键，它们构成了教育变革力生发的三个关键链环，三者就分布在教育理论变革力向教育实践传输、
显现的途中。在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是教育变革力的生发者，教育实践是教育变革力的外显者，教育

体制是教育变革力的合成者，故它就是促进教育理论向实践渗透、提升教育改革变革力的直接入手点。
当然，这三者提供给教育改革的既有正向力又有负向力，既有主力又有辅力，既有柔性力( 如教育理论

的变革力) 又有刚性力( 如教育体制的变革力) ，这些力量在角力与合成中形成的最终合力就是教育改

革的实际变革力。
( 一) 教育理论的磁力与穿透力

教育理论是教育改革的原动力与催生者，是决定改革效力的根本要素，它能否生产出具有更强现

实合理性、更高专业水准的教育思想，事关教育改革的成败。“科学的目的不应该是重新承担实践逻辑

的责任，而应该从理论上重建这种逻辑，将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的距离，乃至将一种实践理论与一

种科学理论之间的距离纳入理论之中( 布迪厄，2009: 52 ) 。”⑥一场真正持久并具有长效性的教育改革

一定是在好理论主导下的改革，一定是在教育实践中能够形成强大磁力与冲击波的改革。好教育理论

能够在教育实践中持续发生衍射效应，爆发出强大能量，并将这股改革能量输入到实践中去。先进教

育理论在教育改革中展现出来的力量是磁力与穿透力: 前者代表着它对社会民众与教育实践者的吸引

力，后者代表着它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力与技术指导力。好理论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一幅高明的改革图

景与有力的行动线路，让教育改革深入、持续、稳步地推开。需要申明一点，教育理论的变革力不同于

教育体制的变革力，二者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就其关系而言，它们是源与流、主力与辅力、内力与

外力的关系: 体制变革力对教育改革而言只是一种外力、辅力，其效力大小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教育理

论、改革思想的品质。如果教育体制改革者认同、支持的是一种落后甚至反动的教育理论，它很可能给

教育改革帮倒忙。因此，在改革实践中，过于夸大或者依附教育体制的变革力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教

育理论的冲击力才是教育改革的“核动力”，好理论无需权力高压的配合就能够轻易“挤入”实践。
( 二) 教育实践场域的适应力与抗变力

决定教育变革力的第二个变量来自教育实践，尤其是来自实践圈子的配置与结构，它是教育理论

变革力的缓冲带。在教育实践中，实践者的行动是“受到场的内在必要性影响的配置的产物，倾向于自

发地既无明确意向也无算计地符合这种必要性”( 布迪厄，2009: 162 ) 。⑦因此，教师实践社群所形成的

圈子是专业社区配置的基本单位，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集体行动自由权，而不会随着教育理论冲击波

“随波逐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理论冲击波在穿越实践圈层后到底能够保留多少，能够吸入实践机

体内多少，取决于实践场域的适应力与抗变力。教育实践是有惰性的，“习性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强调，

我们行动的哲学常常是以实践意识而不是理性算计为原则的”( 布迪厄，66) 。⑧许多实践者是不愿意冒

改革风险的，改革甚至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每一次改革行动都是教师与学校在算计、评估改革

的风险成本后做出的，教师社群到底是顺应改革、参与改革还是漠视改革、抵制改革，是合作共谋还是

明争暗斗，都在削减或强化教育理论冲击波的“波能”与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理论的冲击力与教

育实践的应变力，即适应力与抗变力之间会形成消长态势，教育改革的变革力在博弈中形成。
( 三) 教育体制的鉴别力与支撑力

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力量角逐中，教育体制的选择与立场尤为关键。教育体制到底站在哪一

方———是符应实践还是伸张理论，到底选择怎样的改革立场与姿态，是事关教育改革命运的一次抉择。
当然，真正好且反映改革形势与大众民意的教育理论迟早会到达实践，教育体制的参和对该进程只起

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好理论与好体制的完美结合才是成功教育改革的典范。教育体制借助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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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的设计来实现自我建构，它最终选择用哪一种教育理论来搭建体制框架、规划具体路径，其支

持的力度如何，是影响教育理论冲击波通达实践、向实践转生的枢纽环节。如果教育体制主宰者明确

支持一种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扩散就会在“地上”或“前台”发生，迫使实践者旗帜鲜

明地选择这一教育理论立场，哪怕是表面上的“假惺惺”式支持也可。换言之，即便实践者要抵制这一

理论，那也只能是暗地里进行。反之，如果教育体制明确反对一种教育理论，该理论在实践中的扩散也

只能转入“地下”或“后台”的，教育理论面对的改革阻力必然倍增，教育改革变革力的彰显自然是迟缓

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教育改革始终要面对“理念与利益、文件与文化、前台与后台”⑨的现实问题。因

此，教育体制对好教育理论的辨别力及其支撑力如何意义重大，它是调控教育理论衍射效应发生的转

换器与控制台。

三、教育改革的具体路径

应该说，教育改革拒绝强权逻辑，完全受权力意志主宰的教育改革无法实现改革操作与教育发展

需求间的无缝对接; 教育改革也拒绝自然逻辑，完全随波逐流的教育改革难以创造卓越的教育改革图

景。生命力强劲的教育改革元路径是借助好教育理论扩散来进行的，制度供给、范例推销、体制重组等

都只是策应教育理论意图的辅助途径，唯有教育理论的优选与培育才是教育改革的轴心工程。进言

之，教育改革的主线、主力、主途径是好教育理论自然魅力的呈现与向实践的扩散转生，教育改革的辅

助途径则是制度配合、范例营销与体制拆解等举措。科学选配教育改革的具体途径，创造好教育理论

扩散的条件与舞台，促成教育理论力量在教育实践中的内向衍生，是深入推进教育改革的科学图式。
( 一) 理念优选: 彰显好教育理念的强磁复合效应

教育改革的根本效力取决于其所凭借的教育理念的品质与内能，其次才是制度供给、体制改革的

配合程度，因此，教育改革生效的关键是选好理论，是如何让好教育理论成为教育改革的主题与主流。
在变革教育实践中，教育理论的“变革力”主要体现为它对教育改革全局的统摄力、统筹力与牵引力。
它好似一颗“火星”，一旦点燃了教育实践的“干柴”，改革的熊熊大火就会燃起，新一轮的教育改革狂

澜会迅速形成。好理论不仅是在教育变革的“燃点”，即改革形势上提出的理论，而且是自身能够持续

发力，让教育改革的大火持续下去的强大能源库。这就需要改革者选取一系列好理论来支撑教育改

革。教育理论的“好坏”取决于教育实践发展的形势与其自身的先进化程度: 前者决定了它能否契合教

育发展的要求，能否“点燃”改革; 后者决定了它能否形成一股强大的理论冲击波，让自身的内能衍射到

教育实践内层中去。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成熟的教育理论尚未形成之前，一场教育改革是不可能被酝酿成熟的，即便

是教育体制不断鼓力，那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一旦先进的教育理论形成，任何落后的教育体制、制度

都难以阻碍教育理论向实践衍生的步伐，旧体制、旧制度被先进教育理论淘汰出局只是早晚的事情。
因此，教育改革的真正入手点不是体制的设计，而是主导理论的确定与精进，是教育理论内能的持续积

累。提高教育改革成功机率的前提是理论的“蓄能”，是蓄积改革的精神能量，否则，教育改革的爆发力

与持久力必然受限。教育改革的蓄能环节是借助于教育理论的选配与精化来实现的。链接、联合最优

秀的教育理论，形成强磁复合效应，培育积极的教育气候，以达到让实践者为教育理念的强大阵容与无

限魅力所震撼的“火候”。也只有到了这一火候，教育改革才会成为整个社会毫不忧虑的选择。“教育

改革，你准备好了吗?”这可能是当代教育改革的理性发问方式了。尤其是在改革遭遇低谷期，教育改

革者最应该反思的是: 教育理论是否已经突破了教育实践的禁锢并准备好了教育改革的“形势”与“图

景”? 好教育理论是否已经占据了教育领域的主流?

( 二) 范例推销: 显化理论扩散的后效

教育理只有在不断强化、“充磁”中才可能让衍生进程相继发生，确保教育理论生命力持续走强，为

教育改革持续展开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劲。在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充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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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不断因应实践情境进行改进与变异，使自身发生合实践化的转变; 其二是创造教育理论与教

育实践完美结合的经典范例，并借助于这些范例的推销来强化教育理论的正面改革效应。所谓“范例

推销”，就是以教育理论向实践扩散中产生的经典范例为支撑，通过呈现、展示这些范例对教育实践带

来的强大“后效”来让一般实践者看到教育理论对其身边教育实践产生的生动影响，以此显化教育理论

变革实践的效力，激发教师变革实践的热情。
应该说，教育理论冲击波在教育实践中每扩散一次，都会给教育实践带来一些变化，都会产生一批

成功范例，而每一个范例都是教育理论变革教育实践的改革成品，都是成功改革经验的聚合体。把那

些优质的“理论—实践”结合案例凸显出来，将之推向教育实践，实践者就会获得生动可感的改革目标

与改革范例。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案例则是二者间的过渡带。范例以真实信服人，以典型示

范人，以鲜活打动人，范例推销是教育理论充分释放内能的“贤内助”。成功教育改革范例正是直观地

呈现教育理论魅力与实力的窗口与展台，是用可感实例给教育理论的效力做脚注。
范例推销其实是在生动实例的示范下，借助实例的桥梁把新教育理论悄然引渡到实践中去，就是

让教师看到在理论与实践联姻中好教育理论产生的强大社会功效。典范理论衍生范例让教师在眼见

为实中感受到好理论的强大变革力，为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继续扩散的发生提供了群众基础与舆论基

础。因此，教育改革者应该注意收集成功改革范例，善于在公众场合中积极推销这些范例，提升教育理

论的社会声誉与公众口碑，努力强化成功改革范例的示范辐射效应，藉此持续增强教育改革的扩展力。
( 三) 制度配合: 弱化日常教育实践的惯性

教育变革的直接对象是那些惰性的教育实践环节，教育改革的本意是要把教育理论植入进这些

“固执”的教育环节上，促成理论冲击波的内向衍射，使教育实践发生焕然一新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

教育制度供给正是配合这一变革发生的助推器，是提高理论扩散效能的有效对策。教育实践的惯性主

要来自教育实践社群或一线教师圈子内盛行的正统教育认识、保守教育观念、民间教育哲学，它们是教

育理论同化教育实践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是拒绝新教育理论进入实践机体的一块“顽石”。在这

种情况下，教育制度大有自己的做为空间: 它可以向教师社群中强制嵌入一套合乎新教育理念的教育

生活制度，如倡导一套全新的教学常规、教学评价制度、学校组织制度等要求教师遵行，以此来置换原

有的教育惯习; 还可以建立教师工作反思制度，促使其对自身的教育定见、教育俗识、教育习惯进行反

思，以此来消解教育实践的惯性，等等。借助这些方式，教师身上的实践惯性就被打开了一道缺口，教

育理论的冲击波更容易在此找到衍射点与植入点。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制度是教育理论深度接入教育

实践，促使理论扩散发生的垫脚石与助推器。只有用教育制度“砸开”惯常化教育实践的“顽石”，教育

理论的种子才可能被植入进去，理论在实践体内的扩散与衍射才更容易进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教

育实践的惯性好似一个“冰块”: 如果它的硬度太大，以致磁力再强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将之融化、磁化

时，制度配合对理论衍射的发生而言就成为一个必需条件。这种情况下，以制度承载教育理论，用制度

来为教育理论的扩散“清障”就成为教育改革的必需条件。
( 四) 体制解拆: 构筑教育改革的“温室”
任何教育理论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转，而必须存活在教育体制提供的合法空间中，并受制于体制

“缰绳”的控制。教育理论的冲击波始终是在体制的“空气”中传播的，能否得到教育体制的应允或默

许至关重要。所谓教育体制，就是社会中的教育力量的配置关系，就是教育利益相关者交织而成的一

种无形社会网络，⑩教育事业始终寄生在其中的一个“网点”上，它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有形或

无形、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与干预。“配置是社会世界的结构的被归并形式”( 布迪厄，2009: 164) 。瑏瑡在顺

畅、支持型的教育体制环境中，教育理论冲击波能够找到一条通达教育实践的通道，促使理论扩散顺利

发生; 在不畅、抵制型教育体制环境中，教育理论冲击波随时可能受阻，被迫转入“地下”去传播，甚至随

时可能被种种无名力量所绞杀。
在真实体制环境中，制约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来自功利性的教育利益链，如将教育改革与政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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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的个人收益算计而非公众利益缠结起来等，致使教育理论的超越性、理想性品格难以彰显，导致教

育理论在向实践传播中被打折、被异化、被曲解，其变革教育实践的冲击波悄然被该体制“屏蔽”了起

来。体制温室构建的实质是要拆解这些非法、不合理的教育利益链接，完全依据相对纯粹的改革意图，

即教育理论的导引来重构理想的教育事业场域，努力提高教育体制改革对好理论的鉴别力与支持力。
教育理论按照理想教育蓝图变革教育事业，教育体制按照利益格局来变革教育事业。从这一角度来

看，体制力量不一定总是与理想型教育改革者同道合谋，二者间的价值偏差始终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依据好理论的实践衍生要求来重构教育体制，为教育理论顺利迈向实践扫清路障、创造条件，就显得非

常必要。要达到这一目的，教育改革者就必须适当拆解教育体制，构筑利于教育变革力提升的体制温

室，化解体制壁垒对教育理论冲击波可能造成的种种“消解”力量。
体制温室是在一定行政区划内按照教育理论的要求构建而成的微型社会体制环境，它是教育体制

改革的微型实验室。我们相信: 在体制温室中，让好教育理论得到充分培育，使之茁壮成长、迅速成熟，

它就可能获得应对真实体制环境的坚挺生命力，好理论穿透教育实践的性能会随之增强。在当代，创

建教育体制改革温室的现实举措是设立种种改革试验田、教育改革特区，这是培育、助长好理论形成的

有效途径，其培育结果要比在书斋、学院中好得多。借助体制温室的搭建，教育改革者就可能让最先

进、最成熟的教育理论在实践衍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努力奏出教育改革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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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s of Educational Ｒeform
LONG Baoxin

( School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China)

Abstract: Meta-path is the supreme truth that controls the whole educational reform，while specific path
is those practical tricks choosed by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the edu-
cational history，it witnessed three meta-path，that is，endogenic logic，mandatory logic of external force and in-
filtrative logic of educational theory． The core of educational change force derives from the diffusion and repro-
duc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which are the game result of three forces，namely，the magnetic force of theory，

reagency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braced force of educational system． In education reform，the mission of
specific path is to echo the requirement of education theory‘s change toward practice，so it is the specific
paths，such as selecting the ideas，example marketing，institution＇s coope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system，

that leads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o success．
Keywords: Educational Ｒeform; Meta-Path; Specific Path; Chang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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