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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主体与知识主体是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两种形式,两者背后却是不同甚至冲突的教学理念。在

学习主体视域中,学生主要关注如何全面、准确地接受与占有既定的明确知识,明确知识本身不能发生变化;

在明确知识面前,学生只能服从而不能主宰,因而只是形式主体,学生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在知识主体视域

中,学生不仅要关注既定的明确知识,更要关注不确定性的默会知识与人工智能掌握的暗知识;在这些知识

面前,学生是它们的主宰者与使用者,因而是实质主体,学生发展机会大幅增加。作为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

者,研究生需要完成从学习主体到知识主体的转变。这种转变至少意味着:其一,知识领域的拓展,即明确知

识、默会知识以及暗知识,都是学生要关注的知识;其二,获取知识方式的拓展,即获得知识不仅有接受和占

有,还有实践、反省与应用;其三,学生主体角色的拓展,即学生由知识的接受者与占有者拓展为知识的应用

者与更新者,并通过知识的进化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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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改变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形成学生

主体的教学改革思路。学生主体有学习主体与知识

主体两种形式,但是,两者背后是不同乃至冲突的教

学理念。[1]如果将知识视为促进学生成长的关键性

因素,学习主体意味着学生是接受和占有明确知识

(Deterministicknowledge)的主体,明确知识本身

是确定的和不变的,学生只能在如何接受和占有明

确知识的技术层面成为主体,因而只有主体的形式,
是形式主体。显而易见的事例是:在学生作为学习

主体的环境中,教学被教师所主导,有固定的场域与

确定的内容,学生学习却成为例行公事。[2]与此对

应,知识主体意味着学生是知识的主宰,知识除了有

确定性外还有不确定性,学生学习过程不仅是接受

明确知识的过程,更是获得不确定性的默会知识

(Tacitknowledge)以及应用由人工智能学习机器

掌握的“暗知识”(Darkknowledge)的过程,学习的

实质成为学生以明确知识、默会知识与暗知识更新

或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因而更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

位。因此,如何对待并获得知识,是学生作为不同主

体的界标。从学生发展角度看,知识主体更能体现

学生主体地位,也更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完善与能力

提升。如果说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基础教育阶段尚

有合理性,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则存在明显缺陷。因

为,如果最高学历层次的研究生不能主宰知识,就无

法实现知识的进化与更新,就难以使知识在学生人

格完善与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中

发挥作用。如此看来,实现研究生从学习主体向知

识主体转变,成为研究生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学习主体:研究生作为接受和
占有明确知识的主体

学习主体是为了改变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

而提出的教学理念。伴随教学改革的深入,改变学

生在教学中客体身份成为焦点,“学生中心”“以生为

本”“学生主体”既是研究热点,也是改革重点,学生

的学习主体地位在改革中得以确立。学生学习主体

地位的确立,为学生发挥主体性提供了契机,也为教

学质量提升奠定了基础。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学习主体虽然让学生获得主体身份,程度却相当有

限,效果也难以显现。因为所谓学习主体,主要关注

如何能够让学生积极、主动、有效地理解、接受和占

有既定的明确知识,并在评价尤其是在考试中将明

确知识复述到答题纸上。完整、准确地复述明确知

识以获得好成绩,不仅为学生所追求,亦为教师、家
长、学校以及教育管理者所认同,更被教育评价制度

所肯定。但是,由于明确知识本身不能发生变化,在
既定的明确知识面前,学生不仅不是主体,反而是

“仆从”。学生的能力没有因为学习主体身份确立得

到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以至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成为今日中国高校教学的

最强音,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研究生教育阶段。可

见,学习主体虽然使学生获得了主体之名,却不具备

主体之实,仅仅是形式主体,因而难以达成预期的教

学改革目的。
从知识角度看,学习主体主要关注的是确定性

的明确知识。明确知识是人类在认识与经验过程中

积淀的可以明确表达的知识,能够被律则为某种公

理、定律、原理、理论、原则,以语言文字或符号公式

等方式呈现,可以被言说、被教授、被学习,又被称之

为硬知识、显性知识、书本知识等。确定性是明确知

识最为显著的特点,学习明确知识最为便捷、可靠载

体是书本。[3]在学习主体的视域中,明确知识是唯一

正确、作用正面的知识。所谓唯一,是指只有明确知

识才是知识;所谓正确,是指明确知识都是正确的、
真理性的和不容置疑的;所谓作用正面,是指学生学

到的明确知识都能够发挥出正面作用。因此,确定

性的明确知识以确定的课程和教科书形式呈现在学

生面前。“它(即课程———引者注)是一种适合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的、连接学生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
引导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及其获取路

径。”[4]明确知识既是教师教学的内容,也是学生学

习的内容,更是学生课后复习以及考试评价的内容。
换句话说,确定性的明确知识几乎是学习主体关注

的全部内容。在确定性的明确知识面前,研究生只

能服从,不能主导。
从教学过程看,研究生作为学习主体主要关注

的是对明确知识的接受和占有。教学被认为是“传
播系统知识、促进学生发展的最有效的形式。”[4]学
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正是在教学过程中得以确立:“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着教学活动的方向和性质,学
生永远都是学的主人;教师只能指导学生学习而不

能代替学生学习,学生只有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才

能更好地学习;既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教师的主导

作用,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学生的主体地位。”[5]

但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掌握、
接受和占有明确知识的层次。正如作为教育基本理

论的《教育学》教科书所言:教学过程是特殊的认知

过程。其特殊性体现在:其一,教师引导学生认知;
其二,教学围绕教材展开;其三,通过讲解、阅读、练
习等方法帮助学生习得前人积淀的认识成果;其四,
学习者自身发生变化而知识本身不发生变化;其五,
检验活动结果的方式是考试。[6]因此,从教学过程

看,学生虽然是学习主体,主体作用却仅仅体现在如

何接受和占有明确知识的技术层面,学生对明确知

识本身能做的相当有限。
从评价过程看,研究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对明确知识的复述或再现能力上。在目前

的评价中,考试尤其是标准化考试依然是评价学生

学业成绩的主要方式。所谓标准化考试,是指按照

科学程序组织的、具有统一标准的、对误差进行严格

控制的考试,表现为命题标准化,考务管理标准化以

及评分和计分标准化。[7]其核心是量尺标准 、程序

科学、误差有控、信效度高,特点是命题标准化、答案

标准化 、记分标准化、考务标准化。[8]标准化考试不

仅被用于高考,而且广泛存在于大学生学业评价中,
甚至延伸到研究生入学考试及其随后的学习之中。
“标准”,是标准化考试的基本指标。对在校学生而

言,“标准”就是教科书中的明确知识。在“标准”的
刚性机制下,学生必须以“‘标准’的分析为分析,以
‘标准’的判断为判断,以‘标准’的结论为结论”。[9]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对明确知识复述或复制的越完

整、越准确、越全面,越容易获得高成绩,进而被肯

定,反之亦然。因此,从评价的标准与过程看,学生

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仅能体现在复述或再现明确

知识的层面。
从教学结果看,研究生虽然是学习主体,效果却

不尽人意。学生付出艰苦努力,教师相当尽力,教学

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教学评价也在持续优化,学生的

人格、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却难以得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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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提升。这种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失衡,引起部分

学者警觉。“我当年在北大是学理科的,但是后来坚

定地学了教育……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教育必须如此

痛苦? 为什么分数是带血泪的?”[10]一位学者如此

表达她从经济地理学跨入教育学的初衷。另一位学

者述及自己从物理学转入教育学的原因时说:多年

前,当我开始进入物理系学习时,我希望日后自己能

够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发明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渐渐发现我不可能也不会去实现我的理想或

愿望了。因为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同其他同学一样

感到物理学知识都是绝对正确 、客观公正、不容置

疑的。在这些真理性的知识面前,我们除了平时被

要求大量背诵有关的概念、公式、定律和实验方法

外,就是在测验或考试时完整、准确地呈现那些“有
用”的书本知识。在学业成绩方面,独立思考是不必

要的,追问和探究甚至是有害的。于是,我们的学习

热情、积极性没有了,反思意识、批判意识和探索意

识也不存在了。所谓的学习活动也因此而成为一种

单调乏味、纯粹机械、完全被动的应付活动。我清楚

地记得当时我们的厌烦和无奈! 我曾发誓从此以后

不再学习物理学,不再以任何科学学科作为自己今

后的专业方向。[11]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不仅没有

得到充分发展,其主体性也被消解殆尽。
可见,研究生作为学习主体,在明确知识面前是

被动的,在学习面前是被动的,在评价面前更是被动

的。原因在于:其一,知识是确定的,确定性的明确

知识不容置疑。其二,学习就是接受和占有,接受与

占有的明确知识越多,学习的效果越好。其三,评价

即复制或再现,在规定的时间与场合中,复制或再现

的明确知识越完整、越准确、越全面,越容易受到认

可。其四,学习主体即“学习机器”,“学习机器”的效

率越高意味着学习主体发挥的作用越充分。换句话

说,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仅仅体现在如何接受、占有

与复述明确知识的技术层面。学生不能对明确知识

进行质疑和否定,不会有否定之否定,知识进化成为

不可能之事,学生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学习主

体虽然让学生获得了主体的形式,却不具有主体的

实质,并成功地以主体的眼罩遮蔽了学生作为学习

机器的现实,难以实现教学改革的预期目的。如果

说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基础教育阶段尚有某种合理

性,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则存在严重问题。

二、知识主体:研究生作为主宰明确知识、
默会知识与应用暗知识的主体

学习主体遮蔽了学生的真正主体地位,知识主

体的概念被提出。[1]所谓知识主体,是指学生是知识

的主宰,不仅是明确知识的主宰,是默会知识的主

人,还是暗知识的应用者。学生作为知识主体,建立

在三个基础之上。其一,确定性的明确知识只是知

识的一种形态,而且确定程度也是有限的;其二,不
确定性的默会知识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掌握的暗知

识是知识的重要形态,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三,获得知识的过

程,不仅是接受和占有明确知识的过程,还是获得默

会知识与应用暗知识的过程,是在应用知识的过程

中活化、验证、质疑、改造明确知识的过程,因而是重

构、革新或创造知识的过程。研究生作为学历最高

层面的学生,必须成为知识主体。
(一)明确知识的有限性与研究生作为知识主体

的必要性

在知识主体的视域中,确定性的明确知识仅仅

是知识的一种,而且确定程度相当有限。正因如此,
学生必须成为知识主体:学生只有成为知识主体,才
能关注到明确知识的有限性;只有发现明确知识的

有限性,才可能实现对明确知识的改造与更新。
首先,事物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使获

得确定性的明确知识非常困难。美国促进科学协会

研究发现,因受以下因素制约,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

几乎没有可能:1.对所有影响事物的因素认识得不

充分;2.对这些因素观察的次数不充分;3.观察缺少

精确度;4.缺少适当模型,把所有信息连接结合;5.
没有适当的能力计算这些模型。所以,获得绝对确

定的结果常常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常常可以估计

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12]人们通常认为,知识是

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

同莫兰所言:“认识永远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总是

翻译和重构,也就是说包含有产生错误的危险”,认
识中“最大的错误将是因低估错误的问题而产生的

错误,而最大的幻觉将是因低估幻觉的问题而产生

的幻觉。”[13]

其次,明确知识的确定程度是有限的。明确知

识的确定性有着严格条件限制,当条件不具备或条

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时,所谓的确定性都可能变

得不确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非生物界、生
物界与人类社会的知识考查后指出:这些领域知识

的确定程度非常有限,并以物理学中波义耳定律为

例说明,“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但是只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正确呢? 没

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14]如果说恩格斯的

观点建立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随后一批科学家证

实了这种推论。1927年,德国学者海森堡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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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论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的知觉内容》中,证实了微

观物理学知识的确定程度是有限的;1980年,美国

数学家克莱因的《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从数学与物

理、逻辑与知觉的变动关系中证实了数学知识的确

定性丧失;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在

《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中,对
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考察之后,得出

“确定性终结”的结论。
最后,明确知识的有限确定,意味着它并非终极

真理,作用也是有限的。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研究生作为知识主体,需要意识到明确知识可

能存在的局限,对其保持谨慎与怀疑而非迷信与盲

从态度。因为,一旦迷信并盲从明确知识,就会将自

己摆在不利地位,叔本华对此有深刻揭示。他说:
“人为的教育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对这一直观世界获

得某种泛泛的、普遍的认识之前,就通过阅读、授课

等手段,强行把某种概念塞进我们的头脑。经验随

后会为这些概念提供直观认识,但是,在此之前,我
们会在运用这些概念时出现失误。这样,我们对人、
对事的看法、判断和处理都会出现错误。教育也就

是以这样的方式制造出偏差、扭曲的头脑……随后

在踏入社会时,我们却表现得有时像个怪人,有时又

跟一个白痴差不多。”[15]正因如此,焦尓当在《学习

本质》中指出:学习是一个解构过程,“不论是儿童还

是成人,要让学习者掌握一项知识,就必须对他的先

有概念进行真正的解构。”[16]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
更不同于中小学生,他必须成为知识主体,才会对明

确知识保持审视和质疑而非迷信和盲从态度,才能

对“现有概念进行真正的解构”;这种解构,既是对明

确知识的负责,更是对研究生自己的负责。
(二)不确定的默会知识、暗知识与研究生作为

知识主体的必然性

明确知识的局限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知识的

性质,这种思考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老子在《道
德经》开篇就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如果将“道”视
为知识,它是一种可以意会却不可言传的知识。《庄
子·知北游》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认识:“道不可闻,闻
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道”作为一种知识,既不可“闻”,又不可“见”、不可

“言”,概源于它是只能感受却不可表达的默会知识。
这种知识虽然没有引起后世中国学者的重视,却受

到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举凡“软知识”“默会知识”
(或“隐性知识”)、“暗默知识”等等,都是对这种知识

的描述。默会知识是应用知识的知识,不能被公式

化,无法被言说、被记录、被教授、被学习,不确定性

是它的最大特点,因而又被称为不确定性知识。[17]

由于默会知识只能通过个人的实践与反思活动才能

获得,只属于活着的个体且不能复制,因而是个人知

识,必然地要求学生是这种知识的主体。暗知识是

机器知识,即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发现并掌握的知

识,人对暗知识既无法感受也无法表达。[18]但是,暗
知识以其超强的能力,成为人类解决复杂问题不可

或缺的知识。由于暗知识由人工智能学习机器发现

和掌握,人只能去了解和应用它。默会知识与暗知

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研究生只能以知识主体的身

份,才可能获得和应用它们。
对不确定的默会知识与暗知识的确认,首先始

于自然科学领域,随后延伸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
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确认了物理学知

识的不确定性;波拉克的《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

世界》,确认了大气与地质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格
里宾的《寻找多重宇宙》,确认了宇宙知识的不确定

性;李德毅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确认了人工智能

知识的不确定性;李维嘉的《暗知识:机器认知如何

颠覆商业和社会》,确认了暗知识的存在和不确定

性。正如李德毅等在《不确定性人工智能》中所言:
“知识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来源于客观世界的不

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只有

不确定性本身才是确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混
沌科学、复杂性科学和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得到了蓬

勃发展。”[19]当自然科学知识不确定时,人文社会学

科知识的确定性受到强烈质疑。莫兰的研究发现,
不确定性由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机制造成,反过来,
它又给主体与客体的界说和理念不确定性的规定:
即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确定的。复杂科学的兴起,使
得不确定性知识观得到普遍认可。普利高津研究指

出:“承认未来不被确定,我们得出确定性终结的结

论。这岂不是承认人的心智失败? 不,我认为恰恰

相反。”[20]波拉克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非但不是

科学前行的障碍,而且是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科学

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因此,“不确定性,远非前

进的障碍,它实际上是创造性的强烈刺激因素和重

要组成部分。”[21]可见,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

力与创新能力培养必须依靠不确定的默会知识,而
暗知识可以为研究生获得默会知识提供有力帮助。

对明确知识的有限确定性以及对默会知识、暗
知识的确认,决定了研究生的知识主体身份。明确

知识的有限确定,意味着它并非终极真理,作用也是

有限的,这要求研究生必须成为知识主体,能够去主

宰它而不是被它所主宰,才能充分发挥明确知识的

正面作用。默会知识是个人知识,可以感受却不能

表达,只能通过个人的反省与实践才可获得;默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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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只属于学生个体,即研究生

是默会知识的主人。暗知识是机器知识,既无法感

受也无法表达,研究生只能以人机融合的方式去领

会与应用它,这决定了研究生必须成为应用它的主

体。因此,无论是发现与认识明确知识的有限性,还
是获得默会知识与应用暗知识,都要求研究生是知

识主体而非学习主体。研究生也只有成为知识主

体,才能利用各种知识促进自身发展。

三、从学习主体到知识主体:研究生

从知识占有者到应用者的转变

学生从教学客体转变为学习主体,获得了主体

身份。但是,在明确知识的确定性、封闭性和排他性

的作用下,学生的主体作用受到严格限制。学生无

论占有多少以及如何占有明确知识,都难以对自身

的人格完善与能力提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明

确知识在学生实践能力、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升

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学生付出艰苦努力后仅能得

到片面发展。因此,作为最高学历层次的研究生,必
须扭转这种局面,实现从学习主体向知识主体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主观要求,而是由知识的性质以及获

得知识的方式所规定。这种转变意味着:知识领域

由一维的明确知识拓展到包括明确知识、默会知识、
暗知识在内的三维知识,获得知识的方式由接受和

占有层面上升到实践和反省层面,学生自身由知识

的接受者和占有者转变为知识的更新者与应用者,
通过知识的进化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

(一)一维知识引发学生的片面发展:从学习主

体向知识主体转变的原因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主要关注确定的明确知识,
结果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为应试服务的

功利性教育取向遮蔽了价值性问题……缺乏对价值

的分析和智性的探求,知识传授的结论化、碎片化、
惰性化使得知识习得无法用来拓宽心智。”[22]学生

虽然可以在考试中有不俗表现,却在人格、主动性和

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

“中国学习者悖论”。[23]课堂讨论保守、师生互动不

足、遵守学业学习习惯、课堂学习投入时间多而课外

学习投入时间少、批判性思维和推理明显较弱[24],
认知水平高但情意发展水平低、学习投入大但进步

梯度小、知识水平高但创新人才少[25]等等,都是中

国学生将知识视为明确知识,将学习视为接受和占

有明确知识的结果。这种学习虽然可以使学生成为

“做题家”或“考霸”,批判性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却停留在低层次。学生虽然很忙,却不是主

体的主动行为,而是“异化的主动”,“异化的主动只

是一种忙碌,实际上是被动,也就是说无创造性的主

动。”[26]这种出现在本科生学习中的问题,普遍延伸

到研究生学习阶段。当西方的研究生在持续创造知

识而中国的研究生在不断接受和占有知识时,就会

出现“由于落后,所以学习;由于学习,所以落后”的
恶性循环。[9]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只
要将知识理解为确定的明确知识、将学习理解为对

明确知识的接受和占有,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知识主体与学习主体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主

体以知识主宰的身份应用、验证、更新知识,并在应

用更新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新知识,学习主体则不

能。因此,能否主宰知识、实现对知识的更新、发现

与创造,是两者之间的分水岭,是否具备质疑、独立

思考、自己得出结论的意识与能力等,是两者之间的

主要差别。就此而言,知识主体更能体现学生的主

体性,也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研究生作为知识主

体,可以实现知识的进化,可以通过知识的进化实现

自身的解放。知识的进化主要依靠不确定性知识,
“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见解不一。”[27]“有不确定

的真理———甚至我们认为其错误的正确陈述———但

是没有不确定的确定事物。”科学“不是对确定性的

寻求……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

的。”“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

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

理的方法。”[28]因此,无论从知识进化的角度看,还
是研究生发展的角度看,研究生都需要成为知识主

体,不仅能够主宰确定性的明确知识,而且能够主宰

不确定性的默会知识。
(二)以三维知识促进研究生多方面发展:从学

习主体到知识主体的进路

研究生从学习主体向知识主体转变,不是不重

视学习,不是否定自身的学习主体地位,更非不重视

明确知识,而是要意识到明确知识及其学习方式的

局限性,给默会知识、暗知识以足够的重视,真正实

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因为教育面对的是研究生的未

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

去应对未来的问题是困难的。作为最高学历层次的

研究生,只有成为知识主体,从知识的仆从变为知识

的主人,才能在主宰知识的基础上使自己得到充分

发展。研究生从学习主体转变为知识主体,至少包

含以下几层含义,其一,知识领域的拓展,即从一维

的明确知识,拓展到三维的明确知识、默会知识与暗

知识;其二,知识获得方式的拓展,即获得知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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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仅有理解、接受和占有,还有实践、反省与应用;
其三,学生由形式主体转变为实质主体,即学生从明

确知识的接受者和占有者转变为明确知识的主宰

者、默会知识的拥有者与暗知识的使用者。
有关明确知识的学习及其对学生发展的益处,

学者多有论述。此处要强调的是,将明确知识、默会

知识和暗知识结合起来,更有助于学生的发展。默

会知识大致有两类:即实践性知识与反省性知识。
实践性知识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和为了实践而获

得的知识,实质是能力———明智解决事物的能力。
获得实践性知识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直接参与

实践活动,从实践中获得。这是获得知识的原始方

式,也是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即“实践出真知”。二

是在应用明确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如前所

述,明确知识的确定性有着严格条件限制,当条件不

具备或条件之间的关系不匹配,所谓的确定性也就

变得不确定;正因如此,学生在应用明确知识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活化明确知识使其成为自己

的一部分,实现对知识的主宰,还可验证明确知识,
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性知识虽

然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目的和价值却是盲

目的,可以服务人,也可能伤害人。因此,学生还需

要获得反省性知识。反省性知识是人通过反省活

动、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获得的

知识,是关涉价值的知识。获得反省性知识的基本

方式是:质疑、批判与反省。暗知识是机器知识,超
出了人类能够感知和言说范畴,学生只能以主体人

的身份、以人机结合的方式加以应用,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辅助自己成长。因此,只有将明确知识、默会

知识与暗知识结合起来,将理解、接受、实践、反省与

应用等获得知识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学生的

多方面发展。
在三类知识中,需要给反省性知识以特别重视。

因为,反省性知识针对的就是明确知识、实践性知识

与暗知识,不仅与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直

接相关,在所有知识中处于中枢与统摄位置。如同

爱因斯坦所言:“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人是不够的。通

过专业知识,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

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
并且产生强烈的感情,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

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

识———就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是一个和

谐发展的人。”[29]明确知识在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同

时,可能成为人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枷锁,需要反省

性知识加以识别、消解并指明方向。因此,反省性知

识既是明确知识发挥正面作用的保障,也是培养学

生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载体。同时,实践性知识

与暗知识可以大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暗知识甚至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单靠人力无

法解决的问题,因而显示出巨大的效力。但是,由于

实践性知识和暗知识对价值是盲目的,蕴藏着巨大

的风险,同样需要反省性知识加以校正和主导。
作为最高学历层次的研究生,需要成为知识更

新的主体与自我发展的主体。“高等教育是人的一

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

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30]研究生由

学习主体转变为知识主体,是对知识与教育的负责,
更是对自己、社会和未来的负责。因为“在这样一个

不确定的时代,只有一项是确定的:我们必须面对这

个‘不确定’的事实。”[31]研究生教育的作用不主要

在于既有知识的传承,而在于促进知识的更新与进

化;知识更新与进化的作用不仅在于促进学生自身

发展,还在于促进人类的进步。研究生只有实现知

识主体的身份,才可能将明确知识、默会知识与暗知

识结合起来,才可能促进自身发展与完善的同时,应
对不确定的世界。如同莫兰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报告中所言:科学曾经使我们获得许多关于确定性

的知识,但在20世纪也向我们揭示了无数的展现不

确定的领域……今后人类征途的不可知的特点应该

促使我们培养准备应付不测事件而处理他们的头

脑。所有身负教育之责的人们都应该走向迎击我们

的时代的不确定性的最前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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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LearningSubjecttoKnowledgeSubject:

TheChangeofPostgraduateSubjectStatusinthePerspectiveofKnowledgeChange

LIZhong,ZHOULiang

(Faculty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Learningsubjectandknowledgesubjectaretwoformsofstudentsasteachingsubject,butbehindthemaredifferent
andevenconflictingteachingideas.Intheperspectiveoflearningsubject,studentsmainlyfocusonhowtofullyandaccurately
acceptandoccupytheestablishedclearknowledge,andmakeclearthatknowledgeitselfcannotchange;Infrontofclear
knowledge,studentscanonlyobeybutcan’tdominate,sotheyareonlyformalsubjects,andtheirdevelopmentisstrictly
limited.Intheperspectiveofknowledgesubject,studentsshouldnotonlypayattentiontotheestablishedclearknowledge,but
alsopayattentiontotheuncertaintacitknowledgeandthedarkknowledgemasteredbyartificialintelligence.Infrontofthese
knowledge,studentsarethemastersandusersofthem,sotheyarethesubstantivesubjects,andstudents'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aregreatlyincreased.Asthehighestlevelofeducation,graduatestudentsneedtocompletethetransformation
fromthesubjectoflearningtothesubjectofknowledge.Thischangemeansatleast:first,theexpansionofknowledgefield,

namelyexplicitknowledge,tacitknowledgeanddarkknowledge,aretheknowledgethatstudentsshouldpayattentionto;

Second,theexpansionofthewaytoacquireknowledge,thatis,theacquisitionofknowledgenotonlyhasacceptanceand

possession,butalsohaspractice,reflectionandapplication;Third,theexpansionofthemainroleofstudents,thatis,

studentsfromthereceiverandoccupantofknowledgetoexpandknowledgeapplicationandrenewal,andthroughtheevolution
ofknowledgetoachievetheimprovementofgraduateeducationquality.
Keywords:learningsubject;knowledgesubject;explicitknowledge;tacitknowledge;darkknowledg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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