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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 育作为一种专业 实践 ，应 当基 于证据 或至 少知 于证据 的理念 继续使政 

治家、政 策制定者 、实践者和研 究者为 之神 往。这 个思 想方 法的影 响力表现 出不断增 

强的迹 象。但 同时针 对基于证据和知 于证据 的实践的理 念，不 断增 多的文献却提 出了 

一 些有关其可行性的基本 问题 。本 文通过 分析 这 个讨论 的一 些前设 对这 个领域 做更 

深层的探讨，聚焦在这个讨论中的知识论、存在论和实践维度并在每个领域发现缺失： 

在知识论领域有一个知识缺失，在存在论领域有一个效能／功效缺失，在 实践领域有一 

个应用缺失。这些缺失加在一起不仅对基于证据的实践提出了质疑，而且突出了规范 

性 、权力和价值的 角色。在这个背景下 ，本文大致论述 了基 于价值 的教 育 的思想 ，以作 

为基于证据的教育的另种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对于证据在教育实践 中能够和应当 

获得什 么的期 望令我 感到 不安 ，所 以本文 的贡 献主要是 力 图给教 育者和其他 专 业人士 

提供论点，以帮助他们抵制那些关于证据在他们实践 中的作用的没有正当理 由的期 

望，更重要的是抵制存在于他们实践中的没有正当理由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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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世界许多国家 ，像教育这样 的专业实践应当基 于证据 (evidence—based)或 

至少从证据获取信息(evidence—informed)的理念极具影响力。①快速浏览一下期 

刊名，我们会发现，“基于证据的实践”这一理念不仅继续风靡，而且明显出现于 

大量的专业领域中：从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发展这一理念的医学领域 (参见 

Guyatt et a1．，1992)，经由诸如社会福利工作、辅导甚至图书信 息领域 ，一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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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Q)当然，证据应当在专业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理念在直觉上有吸引人 

的地方，并且人们很难想象出一个论证来反驳证据的参与。与其他工作领域不 

同，“专业”概念声称拥有“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特殊知识和技术”(Freidson， 

1994，P．167)。这不只对专业人员运用 的知识 的基础提 出了问题。既然专业 

工作以人类福祉为导向，把专业实践基于可获得 的最好知识看起来是一个充分 

合理的论点。 

这并不是说证据在专业实践中应当是唯一重要的。因而重要的问题不是 

证据是否应该在专业行动中有一个角色 ，而是它应该充当哪种角色 (参见 Otto， 

Polutta&Ziegler，2009)。这同时要求我们反思的问题是证据能够充 当那种角 

色 ，因为抱有不可能实现的有关证据的期望是没有意义的。后一点对于政策制 

定者接受“基于证据的实践”理念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倾向于对证据有过高的期 

望 (比如参见 Weiss et a1．，2008)。这种倾向在某些观点下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即一些观点认为专业人员应当仅仅被允许做那些具有确凿研究证据的事情。 

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正是霍姆斯等人(Holmes et a1．，2006)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一 种极权主义形式。② 

一 些人对于让证据在专业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表示支持，另一些人或对 

“基于证据的实践”理念本身表示担心，或对该理念本身在具体专业领域中的应 

用性表示担 心。在这两个群体之 间产生 了大量 的讨论 (如参见 Hammersley， 

2005；Smeyers& Depaepe，2006；Holmes et a1．，2006；Cornish & Gillespie， 

2009；St．Clair，2009)。虽然一 些人告诫要小心对待从科学证 据 中所能得到 

的，另一些人却仍在继续提高效仿“医学模式”的研究，以解决教育领域中的许 

多问题——如果不是全部。④ 在我以往对这个讨论的贡献中(Biesta，2007a； 

2007b；2010a)，我特别强调了“基于证据的实践”这一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理 

解所导致的“民主缺失”，着重论述了证据的某一种使用方式如何会对教育实践 

产生威胁 ，即会取代专业判断和取代对教育 目标、目的和管理 的更广泛的民主 

的思考(见 Biesta，2007a)。在本文中，我将回顾先前讨论过的一些方面，并在 

分析中增加更深更多的维度。我的反思将呈现在为“基于价值 的教育”(value— 

based education)所做的论证中，以作为除了基于证据的教育之外的另一种选 

择。呼唤以价值为基础的教育作为一个选择，并不是想要表示在以价值为基础 

的教育中证据没有任何作用，而是试图强调证据的作用服从于价值，因为价值 

① 致力于基于证据的实践理念的期刊有： e Journal ofEvidence—Based Medicine。 e Journal ofEvi． 

dence—Based Heahhcare，The．tournal of Evidence，based Dental practice，Evidenee Based Nursing，The 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Social Work，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The International Joar． 

nal of Evidence Based Coaching and Mentoring，The 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Schools． 

② Holmes et a1．(2006)还使用“微观法西斯主义”概念批评在健康科学领域中的有关证据的话 

语，并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 

③ 关于这个观点见 Prenzel，2009；另见 Biesta，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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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成一种实践之所以被当作教育实践的组成部分。 

我的分析将集 中在三个方面：知识论 、存在论和实践 。在每个 方面，我会呈 

现对某一特定维度的两种不同“解读”。在知识论方面，我将区分代表性知识论 

和经互动知识论①；在存在论方面，我将区分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在实践方面， 

我将区分应用和纳入。我还会在每个方面指出一种缺失：在知识论方面存在一 

种知识缺失(knowledge deficit)，在存在论方面存在一种效能／功效缺失(effec- 

tiveness／efficacy deficit)，在实践领域存在一种应用缺失【application deficit)。 

这些缺失不仅对“基于证据的实践 ”这一理念提出质疑 ，而且突出了规范、权力 

和价值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我将讨论这些缺失对教育实践意味着什么，而 

这会把本文引向为“基于价值的教育”这一理念所做的论证中。因为政策制定 

者对于证据在教育实践中能够和应 当做什么的期望让我感到不安 ，所以本文 的 

贡献主要是力图给教育者提供洞见和论点，以帮助他们抵制那些有关证据在教 

育实践中的作用的没有正当理由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抵制在教育实践中那些非 

正当理 由的介入 。 

一

、 关于 “什 么起作用”的证据? 

讨论基于证据的实践这一理念 的一个起始点可从“证据”这个词 的含义 中 

找到。牛津词典这样定义“证据”：“可获得的事实与信息的一个集合，(用来) 

表明一个信念或论点是否为真或令人信服。”②所以尽管证据与真理问题有关， 

在这一定义下，真理与虚假问题并不适用于证据本身。如果我们把知识定义为 

“正当化的真实信念”——其含义为对某人来说要知道某事，那它必须是真的， 

它必须被相信为真，并且该信念必须要正当化——那么证据在证明类似信念为 

正当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⑧换句话说，证据促成认定某一特定信念为真的 

论证。正是从这个方面说 ，“证据”一词的意思与“知识”一词稍有不 同。这可 

不仅是语意上的游戏——尽管仔细思考“基 于证据 的实践”和“基 于知识 的实 

践”所具有的不同修辞效果很有意思——而且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所谓的证 

据会比正当真实的知识更加宽泛(比如，可以想一下在法庭上建立证据时，证词 

和证人报告所具有的角色)。这还表明，对于为某种信念或论点提供的证据，需要 

① 原文为 transactional epistemology。作者解释杜威最初使用 interaction表示事物之间的互动，但注 

意力常会落在互动中的两个实体上。后来杜威倾向于使用 transaction，主要是强调事物之间互动的持续 

过程。故译者以为只译为“互动知识论”有损原意。英文词缀 trans-此处取“通过”、“经过”的意思较合 

适，故尝试译为“经互动知识论”，即经由交互过程本身，而非事物本身，丽呈现出的事物之间不断相互作 

用的循环过程。——译者注。 

⑦ “evidence”．The Oxford Pocket Dwt nary ofCurrent English．2009．Retrieved September 15．2009 

from Encyclopedia．com：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0999．evidence．btml 

③ 是不是有可能把知识理解为“正当化的真实信念”是另一个问题。自从 Gettier(1963)提供了 

“正当化的真实信念”不能视为知识的例子后，这个议题就成了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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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相关性的比重有所判断，而不是说在证据与真理之间存在一种机械论连接。 

尽管在理论上是如此 ，实践中的工作却以粗糙 的方式运行(见 Hammersley， 

2009)。在有关基于证据的实践的讨论中，“证据”通常专门从认知的话语来考 

虑，即视其为知识，更具体些是真知识。证据进一步被限定为科学知识——这 

种科学知识被理解为是通过科学研究产生的，而关注点实际上倾向于放在一种 

特定的科学研究上 ，即实验研究 ，具体说就是随机控制实验 (randomised control 

tria1)。这是因为这种实验被认为是有关 “什 么起作用”(what works)的有效科 

学知识能够产生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这与强调“什么起作用”的理念本身也是 

有关的，因为事实是为了产生更好或更令人期望的状况，许多专业人员(如果不 

是所有人员)在一种“启动变化”的模式中进行他们的工作。这样 ，专业人员的 

介入是否会产生想要的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关于 

“基于证据的实践”的讨论中，“什么起作用”的问题具有一个核心的角色。 

然而，针对以上讨论有三个议题需要思考。第一个议题是 以上讨论 中的知 

识论维度；与它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产生出“什么起作用”的知识 ，具体 

说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通过实验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的性质。第二个议题是以上 

讨论中的存在论维度；与它有关的问题是介入和结果之间的连接是如何真正获 

得的，特别是如何使事物在社会领域里的运行成为可能。第三个议题是以上讨 

论中的实践维度；与它有关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专业实践可 以真正说是建立 

在知识或证据之上的 ，并且我们是否应当从科学知识 的应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发展 。 

二、知识论 ：代表性还是经互动性? 

前文已提到，尽管有更加准确的意思可 以赋予证据这一概念 ，但是被期望 

形成实践根基的证据，通常却被视为真的科学知识——即有关“什么起作用” 

的、产生于随机控制实验的科学知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 “真理”在这个语境 

下应该如何理解。在讨论“基于证据的实践”中，尽管对其知识论维度的关注甚 

少，但给人的印象是“基于证据的实践”的论点依赖于代表性知识论。这种知识 

论把真的知识看成“事物”在“世界”中是怎样的一个准确代表。假如我们确实 

能够产生又真又全的有关“事物”在“世界”中是怎样的知识 ，并能够产生管理 

事物之间联系的关于规律的知识，那么我们在某个时刻有可能会确定地说，当 

我们做了A，那么 B就会跟着来。从这个角度看，在教育领域中我们还没有这样 

的知识这个事实是一个实践性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这表明我们还没有进 

行充分的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包括组成教育现实的所有因素、方面和维度。如果 

能够协调我们的研究力量，并向同一方向传送能获得的资源，如一些论证所显示 

的那样(如见 Prenzel，2009)，那么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会为教育实践促成 
一 个完美的证据基础；并且，遵循同样的逻辑，为其他任何实践领域促成这样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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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础 。 

我认为，介入有关真的或客观的或完全的或完美的知识是否可能这样的抽 

象讨论中，不会有什么结果，特别是因为在这样的讨论中，那些赞成者或反对者 

通常把他们的论点基于一套类似的前提上(参见 Bernstein，1983；Biesta&Bur— 

bules，2003；Biesta，2005)。我宁愿希望强调一个实践性更强的论点，即与代 

表性知识论和实验性方法论之间的张力有关的论点。① 代表性知识论把知识看 

做独立于知道者、并且不受知道者影响的世界的一幅图景——约翰 ·杜威把这 

一 概念指做“旁观者视野中的知识”——而实验总是对那个世界的介入。从代 

表性观点看，这些介入只能看做对世界的曲解；这意味着那些介入威胁到获取 

真的知识的可能性。②走出这个困境的方法不是不信实验法在知识生产中的角 

色——不管如何，人们可以论证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知识已经通过实验法和介 

入而产生——而是考察介入者知识论和生产知识的实验法取径所具有的启示。 

这正是约翰 ·杜威在其有关知识和识知的著作中所采取的路线 。 

我已在别处详细讨论过杜威的观点 (参见 Biesta&Burbules，2003；Biesta， 

2007a)。我在此处想要强调杜威观点的一个重要启示—— 对于以“证据为基础 

的实践”的理念之知识论基础，这一启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我们理解知识是 

什么并如何获取它时，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实验法，则不得不放弃旁观者视野中 

的知识论一一 即假定知识是关于观察一个固定的、独立于观察者的现实——并 

且不得不承认我们通过实验获得的知识是关于关系的知识。具体说，是关于我 

们的行动和那些行动导致的结果二者之间关系的知识。与代表性知识论不 同，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互动知识论 (Biesta&Burbules，2003)。在经互动知识论 中， 

实验法不再呈现为一种对现实的曲解，而是关于现实知识的获取方法中不能缺 

少的一个要素。这种知识不是对“意识之外”固定世界的描述——在传统话语 

里，这种知识是非客观的，因为我们参与到它的生产中。但这种知识又不是仅 

仅由我们的意识创造的——这就意味着在传统意义上，这种知识也是非主观 

的。这是一种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 ，而这种知识是经由我们对世界 的介入 而产 

生的。所以，认真对待实验法，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获得完全的、关于现实 

的知识是可能的这样的想法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知识 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近 

似现实”——即卡尔 ·波普的观点——而且因为“现实世界”总是经由我们的介 

入而呈现，并且因为我们 的介入而导致 “现实世界”变化着 。杜威的实用主义实 

际上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不停发展的宇宙”中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已完成的 

字宙”的旁观者。 

杜威的经互动知识论看起来很适合解释“什么起作用”的理念。毕竟，其焦 

点完全在行动和结果的关系上，而这意味着通过实验法产生的知识的确能告诉 

① 这是对杜威关于这一点所做的详细论述的一个精简总结，如见 Dewey(1929)。 

② 这是在解释量子物理学时一个让人感到困难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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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什么起作用”。但是，代表性知识论对“什么起作用”的解读和经互动知 

识论对“什么起作用”的解读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从代表性知识论看，有关 

“什么起作用”的知识延伸至未来——毕竟，如果我们有了现实本来面目的完全 

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在未来应当仍然有效——可是经互动知识论的观点则意味 

着我们所能知道的是有关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而那些行动和结果发生在过 

去。代表性知识论会暗示我们的知识提供给我们确定性，而经互动知识论—— 

认真对待实验法的知识论——则呈现给我们过去什么是可能的，同时并不保证 

曾经可能的还会在未来发 生。经互动知识论让我们做出过去什么 曾经起作用 

的确凿断言 ，而不是未来什么将会起作用的断言。“过去什么曾经起作用”的知 

识在我们试图处理当下问题时是极其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它提供给我们新的和 

不同的方法来理解此 刻碰 到的问题 ，还 因为它提供 给我们解决当下 问题 的假 

设。用杜威的话来说，它使我们的行动和问题的解决更加明智。由于这个缘 

故，通过实验法产生的证据无法提供给我们行动的规则，更不可能给我们以行 

动的指令。①对于通过实验法能产生的知识和这种知识能被应用的方式之间的 

缺口，我希望称其为基于证据的实践的知识缺失。这表明从结构上而不是从实 

用上说 ，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我们不得不行动的情景之间，总是有一个缺口。 

如此 ，所谓实践的“知识基础”从来 没有充分过 ，将来也不会充分。由此引发的 

问题是 ，在实践中这个空缺是怎样弥合的——而这是我下面将要讨论的。 

三、认识论 ：因果律还是复杂性? 

在有关基于证据的实践的讨论中，不仅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可能获 

得关于介入和结果之间关系的完全知识，而且存在涉及这些关系本身的问题。 

介入是怎样运作的?行动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简单的——到目 

前为止，我们其实应当说过分简单化的——想法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介人是起 

因，并会导致结果 ，而且认为在最佳的条件下 ，原因必然会产生结果。这是一种 

“魔弹”②式的因果律概念，即如果可能的话，在社会领域中其实也要在非常特 

殊的条件下才存在。在系统理论的话语中，这种条件可被描述为封闭系统的条 

件：这种系统处在一种与其所处环境隔绝的状态中。反之，开放系统的特征则 

表现为它与其环境之间一定程度的互动。封闭系统以决定论的方式运行，而开 

① 我希望强调，此处的论点不是基于对经互动知识论的优胜之处的断言，而总体上是一个哲学的 

论点。它实际上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即如果我们运用一个能认真对待实验法的知识论，那么什么会出 

现。所以此处对经互动知识论的论述只是基于克服实验法方法论和代表性知识论之间的张力(如果不 

是矛盾的话)。前者在基于证据的实践的辩护者的思想中具有核心角色，而后者是那些辩护者运用在他 

们的论证中的知识论，以便为这种方式产生的知识所断言的优胜之处作辩护。 

② 魔弹(magic bullet)指能灭杀特异性致病细菌、病毒或癌细胞等而又不伤宿主的药物——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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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系统则以可能性的方式运行。循环系统是以某种方式反馈给 自身的系统，以 

便使系统的行为成为外界因素和内在动力结合之后的结果。符号系统不是通 

过物理动力运行的系统 ，而是通过意义交换运行的系统。 

运用这些区别我们可以说社会领域中的大多数运行过程以开放和非决定 

论的系统进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系统运行成为循环系统，因为事实上组成 

系统的元素——单个的人——具有思考能力，而这就意味着基于他们的解释和 

理解，他们可能会改变 自身的行为，而这种改变绝不单单是物理意义上“推与 

拉”产生的结果。社会系统总体上是符号系统，这是因为其元素之间的互动不 

是建立在物理动力之上 的，而是建立在意义和解释之上 的。在这样的话语 中陈 

述，教育以开放循环的符号系统为特征。教育之所以是符号系统是因为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不是在物理动力层面的互动 ，而是在意义层面的互动。教育系 

统运行是一个循环系统，因为教师和学生的行动是基于他们 自己的解释和理解 

的。教育系统总体上是一个开放系统 ，因为这些系统与它们所处 的环境发生互 

动(尽管是在复杂性之简单化的条件下，见下一部分)。 

系统理论对我们的讨论是很有帮助 的，因为它强调虽然多数有关 “什么起 

作用”的言论建立在封闭的决定论预设之上，但是社会现实——一个许多实践 

被认为应当发展为基于证据的实践的社会现实——恰恰不是封闭的决定论系 

统。换言之，多数关于“什么起作用”的言论，运行于机械论之存在论的预设之 

上 ，可这样的存在论不是人类互 动领域 的准则 ，而实际上是一个例外。这就是 

为什么“医学、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卓越进步”无法那么轻易地从教育领域中期待 

得到。那些进步被认 为是来源于“实践者对证据作为实践 的基础的接受 ”，特 

别是从随机控制实验得到的证据(Slavin，2002，P．16)，但是教育的动力从根本 

上不同于诸如马铃薯的生长或者化学的动力。① 

我想称以上问题为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功效缺失。它表明在社会领域中，介 

入不会以机械论或决定论的方式产生效果，而是通过——在结构上而非实用 

上——开放 的过程产生效果 ，因而介入与效果之 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 ，至多是 

可能性的。 

四、实践 ：应 用还是 纳入? 

功效缺失的存在带来的问题是：在专业行动和社会领域中我们到底获得了 

什么?部分答案就藏于我所说的复杂性之简单化的现象中 (见 Biesta，2010b； 

Osberg＆Biesta，2010)。复杂性之简单化与简化行动选项的数量有关——那些 

① 此处的论述可以解读为一个存在论的论述或方法论的论述。系统理论倾向于采取方法论路线， 

认为各种现象的运行似乎是以封闭的、开放的或循环的系统进行着。就因果律概念和这个关系如何在社 

会性互动中显现来说，从存在论层面区分“因果存在论”和“社会性存在论”则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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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服务于系统中的元素。例如，快餐店是一个把复杂性简单化的系统，因为 

能获得的行动选项的数量——不仅对顾客而且对员工来说——都明显地减少 

了，以便使快速而顺利的运行得以可能。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使用的自动 

语音交流程序是另一个复杂性之简单化的例子。虽然在那些情况下，其益处不 

是在整个过程的速度上，而是在其周全性上。也就是说，自动语音交流程序保 

证所有方面都提到了，并按照方便电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顺序进行交流，而 

不一定是方便顾客的顺序。复杂性之简单化不只发生在商业机构中。学校也 

是一个运行在复杂性之简单化下的系统。学校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其本身 

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给人类学习提供一个特别的社会场所而把学习的复杂性 

简单化的方式。学校建筑通过把人类的学习与El常生活隔离开，并通过提供给 

人类学习以有形的场所 ，把人类学 习的复杂性简单化。学年 、时间表和课程把 

学习置于时间边界内。更深层次的复杂性之简单化通过如下测量而发生：把相 

似年龄、能力和成绩的学生集中到一起，通过使用分阶段的课程，也许更重要的 

是，通过介绍评鉴和考试的管理制度，把他们置于相同的学习内容之下。在通 

过评鉴和考试获得的大量学校教育的结果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优秀的学生才 

会被拣选 (Biesta，20lOb)。 

顺着这样的思路，复杂开放的系统渐渐类似于较少开放的系统——在这些 

系统中，输入与输出之间、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越来越少 了，最后导致 

常规性和结构开始出现。① 理解了这种局面是如何产生的，就会使某种工作和 

那种工作的数量呈现在我们面前。人们需要做那种工作以便能创造出一种秩 

序；在那种秩序中，事物得以运转 ，而且行动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可预 

测和更有保障。这些常规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构建，而不应把它们理 

解为自然发生的现象。说它们是社会性构建不是说它们好，也不是说它们不 

好。虽然在一些情况 中，复杂性之简单化可以非常有益；但在另一些情况中，它 

会具有局限性。由于为一个系统 中的“元素”减少行动选项之数量 的任何努 力 

都与权力的运作有关，所以复杂性之简单化应当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如果想要理解为什么且如何使事物在像教育这样复杂开放的系统中起作 

用是可能的，那么复杂性之简单化的思想是重要的。不仅如此，这个思想有助 

于挑战一个论断——此论断常被用来论证像教育这样的领域应当成为基于证 

据的领域。如前文所引述的 ，这个论断就是“医学 、农业 和其他领域的卓越进 

步”被认为是来源于“实践者对证据作为实践的基础的接受”，特别是从随机控 

制的实验中获得的证据 (Slavin 2002，P．16)。从这里产生的疑问是情况是否 

确实如此，即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领域的进步理解为应用科学知识的结果。布 

律诺 ·拉图尔(Bruno Latour)发展了一个反对以这种方式来思考现代科学的技 

① 我在本文中不能处理的问题是：使复杂性简单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又同时增加了复杂性?关 

于这一议题的有趣反思参见 Rasmusse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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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成功的有趣论述，特别是在他的著作《法国的巴氏清毒法》(The Pasteuriza— 

tion of France)(Latour，1988)和《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Latour， 

1987)中，拉图尔从知识论 的视角评论 了现代“技术科学 ”(techno—science，拉 图 

尔的用词)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技术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验室构建出“事实和机 

器”，而这些事实和机器会传播到实验室之外的世界。它们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成 

功传播，可看作是那些事实和机器所基于的知识的特质的表征。 

尽管拉图尔没有找到理由来怀疑为什么技术科学家能在他们的实验室中 

创造出有效 的事实和机器 ，而且尽管他也不想怀疑在某一时刻 ，那些事实和机 

器会在建构起它们 的实验室之外 的地方出现，但他的确挑战了这样一个论 

断——我们应当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事实和机器在实验室之外的应用。拉图尔 

暗示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 ：外部世界被转化为实验室的环境。他写道 ： 

没有人看到过实验室事实移动到了实验室之外，除非实验室首先使用 

“外界”情形，并且外界情形被改造，以便外部世界适合实验室做法。(La— 

tour，1983，P．166) 

在他的有关巴斯德的书中 ，拉图尔提出并论证 了巴斯德的方法不是在法 国 

乡村的所有农场中应用某种技术的结果。恰是因为法国农场的重要层面首先 

进行了改造，使其近似于产生那项技术的实验室环境，巴斯德的技术才能够起 

作用。正如拉图尔所论述的，“只有在你尊重一套实验室惯例的条件下，你才能 

把巴斯德实验室设立的实验室惯例延伸至每个农场”(Latour，1983，P．152)。 

《法国的巴氏消毒法》一书仅仅是现代世界如何因现代科学而发生变化的例子。 

拉图尔一遍又一遍地论证这不是把事实和机器引到“外部”世界的结果 ，而是转 

化外部世界的结果——为的是使这个世界成为实验室环境的一部分，因为在那 

种环境下 ，事物才能运行并且是真的。 

对于“把外部世界转化为内部世界以便使事实和机器能够存在的庞大事 

业”，拉图尔称之为计量制(Latour，1987，P．251)。计量制可以理解为一个为事 

实和机器而创造的“简易跑道”(同上书，P．253)。计量制的使用是一种社会转 

化 ，一种把社会纳入“技术科学”网络 中的过程 。这样一来 ，事实和机器可以不 

费力气地“运行”其中。因此，如拉图尔所言：“没有科学以外的世界，只有使科 

学事实得 以流通的狭长 网络。”(Latour，1983，P．167)这个过程最为明显 的领 

域可能是医学领域，因为大部分医学知识和技术只能在非常具体的环境下运 

行。某些情况要求个人创造那样的环境——比如，通过说明某种药物不能和酒 

类一起服用，或者指示如果某人打算驾驶汽车，应该禁止其服用某种药物。但 

是在其他情况下，医学知识和技术只能在更严格和严控的医院环境下运行。从 

这个角度看 ，医院是实验室和现实世界 之间的“中间地点”。在那 里，医学知识 

和技术的运行变得可能。一方面，我们把医院、疗养所和普通医师等等当成一 

种福利发展；另一方面，重要的是我们应记住，所有这些是如何存在于一个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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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医学一药学“复合体”中的——即人 、物 、职业和利益编织在一起 的一个 

庞大网络。仅是这种网络的规模和数量，已经使得对卫生医药事业的不同思 

考 ，更重要 的是不同行动 (如果不是变得不可能的话 )，变得非常困难了。 

与前面提到的两个“缺失”一致，我建议称这个层面为基于证据的实践的应 

用缺失。我这样说是想强调，从科学知识的应用角度来思考现代科学对社会的 

作用—— 这对基于证据和基于证据的观念具有核心作用——至少忽略了一些 

重要层面，即使科学知识的应用成为可能的那些层面(特别是转化外部世界以 

便知识成为可应用的那些工作层面)。这种角度的思考甚至充当为一种意识形 

态，使实践纳入某些特定网络的过程无法显现。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为这 

些发展倾 向于限制人们进行不同作为和不同思考 的机会。这特别表现在为有 

“可替代的”医药事业而创造机会的持续斗争中(“可替代”这个词本身显出了所 

谓“常规的”力量)。恰恰从这里，我们可以走向关于规范、权力和价值的问题。 

五、从基于证据的教育到基于价值的教育 

本文前面已经论述过，有关基于证据的实践，我们能发现三种缺失：知识缺 

失(即有关行动和结果之间关系的知识从来只能提供给我们可能性，而不是确 

定性)、功效缺失(即如果不是在全部，那么在多数社会性互动的情况中，我们具 

有开放循环的系统 ，这导致在行动和结果之 间的连接从不会是完全决定性 的) 

和应用缺失(即实践可通过应用科学知识而发生改变的观念 ，遮盖 了改变实践 

以便知识可以起作用所需要做的工作)。这三种缺失已经对基于证据的实践 

“工程”及其通常呈现的方式提出了严肃疑问。另外，本文已经介绍用“复杂性 

之简单化”概念来理解在开放循环的符号系统中使“事物起作用”是如何成为可 

能的，即在行动和结果之间创造更多“模式化”连接。这样做的方式是减少系统 

中存在的行动选项的数量。本文 已强调这带出了关于“权力”(power)的问题。 

终其究竟的议题是：谁具有权力为了谁而减少行动的选项。这还引出了“规范 

性”(normativity)的议题 ，因为任何减少复杂性 的刻意努力，表达的都是什么是 

值得想望的特定偏好。所有这些在教育实践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教育不只涉 

及任何学习或教师对学生的任何影响。教育是一种目的性实践——一种被目 

的界定的实践——而这意味着关于教育行动和设置的决定总是不得不关注这 

些行动和设置应该带来的令人想望的结果 (参见 Biesta，2010a)。 

教育的目的性特征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理由来提出这样的主张：“什么起作 

用”的问题——即教育行动的效能的问题——总是从属于目的的问题。只有当 

我们为我们希望取得什么提供了一个答案后，才能开始问我们用什么方法获得 

那种结果——我们不能忘掉前面讨论过的那些局限性。既然证据至多只能提 

供给我们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的信息，基于证据的实践的理念是有问 

题的。这是因为如果证据是教育实践的唯一基础，教育实践会完全没有了方 

向。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中，价值(values)是首要的 (Ax&Pon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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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的实践的一些辩护者会支持程度较弱的选项——知于证据 (evi— 

dence—informed)的实践，但这种选项中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的论点依然 

是如果我们希望使用有关行动和结果之间可能性关系的任何知识 ，那么仍然有 
一 个重要判断需要作出，即我们是否希望应用那些知识 ，而这依然是一个价值 

判断 (Smith，2006；Biesta，2009)。这个价值判断有两个维度。一方面这涉及 

的问题是关于“什么起作用”的信息在整体上的可取性。这里的论点是即使我 

们能够发现达到一个特定 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我们可能仍然想决定不按照 

那个方式行动。比如，有一个关于家庭环境会影响教育效果 的重要研究证据 。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单纯为了提高儿童未来的教育成功机会，让儿 

童与父母分开是不可取的(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确决定让儿童与父母分 

开是最可取 的行动 ，但这不是被“什么起作用”的知识所指引的 ，而是被“什么是 

最可取的行动方式”这样复杂的价值判断所指引的。在这个例子中要求对潜在 

的益处、“介入与不介入”的潜在危害做一番仔细评价)。教育不但要求对行动 

的某一特定方式之可取性有一个总体上的价值判断，而且对我们在教育中试图 

获取某种想望的结果所能使用的手段有一个价值判断。对于后一方面，我们可 

称其为教育性价值判断。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教育中存在一个 目的和手 

段 的内在关系。我们在教育中所使用的手段——我们的教学风格 、我们试图对 

某种方式的行动和存在进行改善而用的方法——对于教育 目的来说不是中立 

的，而可能潜在地教给学生一些东西。在这里，惩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 

我们可能对于某些形式的惩罚之有效性掌握着有力的证据，而且我们可能甚至 

得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即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惩罚，好处胜过坏处。但是 

我们仍然决定不使用惩罚 ，因为它教给孩子“迫不得已通过使用暴 力实施 自己 

的愿望并想怎样就怎样是正 当的和被准许的”(Cart，1992，P．249)。在关 于我 

们是否应该在教育中使用奖赏的情况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以上这些论点表明价值不仅是教育实践的一个要素，而且是教育活动的构 

成性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规范性导向，没有“什么是教育上值得想往 

的”决定 ，没有对教育实践之 目的的清楚表达 ，这些实践就不会存在 ，或者说它 

们不是以教育实践而存在。因此，只有从教育实践的目标和目的出发来考虑， 

关于证据和效能的问题才会开始具有意义。毕竟，如果我们不事先决定实践的 

目标和 目的是什么 ，就不会有证据产生和证据收集 。这并不是说一旦做 了这样 

的决定 ，证据就可以接管实践 了，因为就证据能产生的范围来说 ，证据需要通过 

“什么是教育上值得想望的”决定的过滤。然而，这里不单单是价值首要还是事 

实首要的辩论。在本文中，我已力图论证关于证据和证据所具有的能力会为实 

践充当信息基础和信息来源的论断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有问题的。这不仅 

仅是因为以这种方式能生产出的知识具有局限性 ，而且因为在人类和社会领域 

中，行动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在强度和稳定性上也有局限性。对于基于证据的实 

践 ，也许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像医学和农业这 

些领域的变化确实是这些领域里有关“什么起作用”的科学证据被应用之后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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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我们需要迫切重新思考基于证据的实践这样 的“工程”。这样的思考需 

要包括知识的局限性、社会性互动的本质、事物可以运行的方式、在这种运行当中 

权力的运作过程，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构成像教育这种社会性实践的价值和规范 

性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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