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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教育 

简介 

 

 

 

 

 

 

 

一切的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知识是从人

类的希望、恐惧和激情等情感中生长出来

的,这些情感是知识的源泉，是赋予知识生

动意义的力量。带着希望、恐惧和激情等

情感投入到学习中，才能借想像力的翅膀

自由地翱翔在知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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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教育 

常见问题解答： 

什么是富有想像力的教育？ 

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是一个新的教育方

案，它能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地激发学

生的情感、想像力和智慧。‘富有想

像力的教育’研究中心(IERG)已经研

发了一套理论原则，并设计了一系列

的实践案例，通过这些可以很好地说

明、解 释和实现富有想像力的教育。 

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新在哪里？ 

针对知识是怎样在大脑中增长的，想

像力是怎样在生活中被运用和改变

的，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提出了一种新

的观点。“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研究

中心(IERG)在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的

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创新的教学方

法，它将为您的备课和教学指引新的

方向。 

如果我面临着提高考试分数的压

力，为什么我应该关注想像力呢？ 

如果您在教学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想

像力，无论在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评

价中，您都将会看到学生学业水平得

到了提高。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和富

有想像力地沉浸在学习中并非相互排

斥的。 

这个方案是否会增加我的备课时

间？ 

这个方案的确新颖别样，但是，稍加

实践练习之后，您就可以把它变成您

自己的一种更加“自然”的教学（学

习）方法。而且，成功有效的课堂教

学经历将会回馈您所有花在学习这些

新方法上的时间。不用多久，使用这

些新的教学方法备上一堂富有想像力

的课不会比原来多占用您的时间。 

为什么这本简介用了很多我们比较

陌生的名词术语呢？ 

我们所熟悉的教育名词，大多来自于

那些把研究重点放在知识传授上的教

育学者（如“课程内容”、“教材”

和“知识结构”等），还有些来自于

研究教育的心理学家（像“发展阶

段”、“多元智能”和“认知”

等）。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是整合了知

识、心理和情感因素的创新的教学方

法。因此，我们决定用一些新的名

词，这样可以避免与现有的方法混

淆，可以更充分的表达一个完整的教

育理念。 

那么，什么是想像力呢？ 

这种能力不仅可以思考现实的世界，

而且可以想像可能的世界；它是人类

思维中的发明创造、奇思妙想和灵活

应变的源泉；想像力与理性并不相

悖，反而它可以极大程度地丰富我们

的理性思维；想像力和人们的大脑成

像能力紧密相连，而成像的过程通常

都包含了很多情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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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概览 

当我们和教师们谈论他们的教学工作

的时候，他们明确了三个主要的目

标。第一，教师们希望培养学生对学

习的兴趣；第二，他们想确保学生不

但能学习知识本身，还能理解知识的

含义；第三，教师们希望帮助学生在

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学业上取得进

步。在现今社会越来越依赖标准测验

的氛围下，最后这个目标显得尤为重

要。 

富有想像力的教育，主要通过激发学

生对课程内容的情感反应，以及与之

紧密相连的想像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只有在想像力和情感被激发的时候，

孩子们才能专注地、积极地发掘自己

的思维能力，这已不是什么新的发

现；而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的新颖独特

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

论和一系列的参考构架及技巧，借助

并利用它们，我们可以在主要的学术

性课程里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本小册子将让您对富有想像力的教

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或许，先借助

一个比喻让您更容易理解它；然后，

我们将向您解释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的

核心——五种认知能力 (kinds of 

understanding)；接下来，我们将介

绍一些思维的辅助方法，名字听起来

有些独特，我们把它们命名为认知工

具(cognitive tools)。最后，我们将

讨论，如何运用这些认知工具进行教

学以帮助学生发展这五种认知能力，

与此同时，怎样运用这些教学方法使

学校课程对孩子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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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全能运动员和充分发展的心

智 

穿越思想的时空隧道，想像现在的您

已身在古希腊，坐在奥林匹亚的草坡

上，俯瞰树木繁茂的凹地体育场上正

在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倚坐在一

棵婀娜的橄榄树下，借着它灰绿叶子

的荫凉，躲避午后刺眼的阳光。您身

边坐满了观众，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着

宙斯神庙外的沙坑里展开的激烈比

赛。突然间便响起了雷鸣般的呐喊

声，原来是场上来自希俄斯的尼克拉

斯在五项全能比赛的最后一项摔跤比

赛中将对手重重摔倒在地，五项全能

冠军即将诞生。亲眼目睹这一比赛盛

事，您一定会心潮澎湃。如所有希腊

人所知，五项全能运动是考验力量与

速度完美结合的比赛，在五项全能比

赛中获胜的人则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运

动员。 

从古希腊的五项全能运动赛场回到现

在，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一群

学者因为一个共同的疑问——什么样

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充分发展的、教育

良好的心智，而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

中，他们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找回错失

的发展机会。在基兰·伊根(Kieran, 

Egan)教授数十载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它们经过长期地研究和探索，已

经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理论观

点。“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研究中心

(IERG)认为，只有把人的五种主要的

认知能力的发展放在首位，才可能把

教育做到最好。因此，如果说五项全

能运动是为了培养优秀而全面的运动

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富有想像力

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全面

发展的人。我们对培养充分发展的心

智的教育理念的孜孜追求，不正是古

希腊人为五项全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

而振臂呐喊的阵阵声浪，穿越千年的

时空后又重新激荡在山谷的回音吗？ 

 

基兰·伊根教授的书已被译成十几
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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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认知能力：富有想像力的教

育的核心 

作为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的基础，五种

认知形式赋予了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认

识世界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每

一种认知形式都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

式；而对于完成不同的目标，五种认

知能力都各有其长。正如培养五项全

能运动员，在五个运动项目上的优异

表现都是必需的一样，要想培养充分

发展的心智，五种认知能力也必需都

得到发展。 

 但是，在五个方面都谋求发展还是单

单充分发展某一个方面，这需要做出

权衡。五项全能运动员要不断地进行

训练，不但要保证他们已经掌握的项

目很过硬，而且还要加强新项目的训

练，以达到熟练的水平。同样，我们

的学生也必须巩固好已经掌握了的认

知能力，同时还要发展新的认知能

力。尽管会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

是只要这样做，学生们就能获得五种

不同的认知能力，如同运动员们的五

项技能都得到了均衡的发展一样，这

样的目标还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富有想像力

的教育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促进学生心

智的充分发展，在学习数学、自然科

学、社会研究等所有科目的过程中实

现五种认知能力的均衡发展。 

 

 

 

 

 

 

表格1：认知的种类及其发展顺序 

如表格1中所示，循序渐进地完成所有

认知能力的发展是最理想的，因为每

一种认知能力都反映了我们学习和运

用语言的渐进的复杂的过程。为了更

进一步地详细说明这些认知能力，我

们来看看一个叫晓彤的女孩的成长过

程。 

认知的种类 
Kinds Of Understanding 

身体的认知（前语言） 
Somatic Understanding (Pre-linguistic) 

神话的认知（口头语言） 
Mythic Understanding (Oral language) 

 

浪漫的认知（书面语言） 
Romantic Understanding 

(Written language) 

哲学的认知（理论性地运用语言）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 

(Theoretic use of language) 

批判的认知（自反性地运用语言） 
Ironic Understanding 

(Reflexive use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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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认知能力和富有想像力的教

育过程 

身体的认知 

第一种认知能力叫做身体的认知

(Somatic Understanding), 指的是婴儿时

期的晓彤在学会说话以前通过身体感

知的方式认识周围的世界。她通过自

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以及更为关键的与这些感觉相连的情

感来感知和体验周围存在和发生的一

切。此外，通过身体接触到周围的人

和物，她还感受和经历着平衡、运

动、紧张、疼痛和快乐等感觉。  

 

神话的认知 

随着晓彤一天天长大，她学会了说

话，这时她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日益丰富，她开始发展第二种认知能

力 ， 叫 做 神 话 的 认 知 (Mythic 

Understanding)。这个阶段的她不再仅

限于通过直接的身体感知来认识世

界，而是能够依靠语言来交流、表达

和了解那些她甚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事情。 

 

浪漫的认知 

几年之后，晓彤开始通过书面语言来

感知和认识世界。此时，她正开始发

展第三种认知能力，叫做浪漫的认知

(Romantic Understanding)。这个阶段，

她开始能把自己和外界分开，世界在

她眼中越来越复杂，自己则越来越独

立。此时，她已经具有了现实的极限

感和英雄主义观念，开始以一种更人

性的方式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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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认知 

到了青少年时期，晓彤开始更加关注

事物之间的联系。她开始发现原以为

毫无联系的细节和经历，实际上是由

各种规律和理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晓彤正在发

展对世界的系统认知，叫做哲学的认

知(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 

 

批判的认知 

又过去了几年，晓彤开始意识到她的

系统的思维方式是有限的。她开始重

新体悟那些理论，甚至重新看待她曾

经那么依赖的语言，她发现在准确表

达自己的意愿和把握世界上所有重要

的事物方面，她掌握的理论和语言显

得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晓彤还

意识到，她之前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基

于她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这个时

候，晓彤开始发展第五个认知，叫做

批判的认知(Ironic Understanding)。 

 

小结： 

作为一个成年人，晓彤已经发展了这

五种认知能力，而且她发现每一种认

知能力都促进了她理解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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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能把这几种认知能力结合起

来，将会给她最大的助益。 

然而，在每一个特定的认知发展阶

段，我们并不能“自发地”掌握与之

相应的认知技能；更确切地说，我们

以上所描绘的晓彤的发展过程，只有

在以正确的方式积极开展富有想像力

的教育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幸运

的是，晓彤的老师们在教授知识的过

程中特别重视激发她的想像力和情

感，并积极培养她运用这一系列认知

工具(Cognitive tools)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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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工具(Cognitive tools)：我

们怎样发展五种认知能力 

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比喻，可以发

现，为了充分发展每一项运动技能，

这些五项全能运动员必须通过专门训

练来掌握特定的运动方法和技巧。比

如，在击剑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学会

如何刺剑进攻，如何佯攻，如何防守

等。同样地，茉莉为了充分发展每一

种认知能力，她需要学会如何运用某

些特定的“思维工具”，这些在富有

想像力的教育(IE)里叫做认知工具

(Cognit ive tools)。我们的祖先发明

并发展了这些认识世界的工具，并利

用它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工作。例如： 

⇒ 故事可以使知识变的更有吸引
力，从而加深人们对知识的记

忆。 

⇒ 隐喻可以让人们能够从一个事
物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另外一

个事物。 

⇒ 二元对立的范畴，像 好/坏，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对知识加

以组织和分类。 

把这些当成心智的工具看起来可能有

点儿奇怪，但是用工具这个词是为了

强调它们是用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思

考和行动的。 

我们环顾四周，可以发现其实这些认

知工具，以及其它的很多工具，早已

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很

难想像，如果没有了故事或者隐喻这

样的基本的认知工具，我们的生活将

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学习运用这些认知工具来提高我们的

思考及理解的能力，否则，我们就无

法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 

表格2中列出了主要的几组供学生们学

习时使用的认知工具。(其中两组加黄

色背景的是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 

大多数老师凭直觉就能意识到这些认

知工具的重要性；可是，他们对于怎

样在日常教学中运用这些认知工具其

实并不很了解。在孩子们学习知识的

时候，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能用来激发

他们的想像力和情感，促使他们更有

效地理解知识的含义。但是由于很多

教师并不了解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所

以其中很多种认知工具在学校里并没

有得到充分地利用。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富有想像力的教

育(IE)提供了一系列的参考构架和教

学技巧，有了这些，老师们可以学会

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认知工具，以使

日常教学变的更加意趣盎然、引人入

胜，同时帮助孩子们充分发展这五种

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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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学生发展五种认知需要获得的

五组认知工具 

 

 

 

 

 

 

 

 

身体的认知 
Somatic 
Understanding 

神话的认知 
Mythic Understanding 

浪漫的认知 
Romantic 
Understanding 

哲学的认知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 

批判的认知 
Ironic 
Understanding 

身体感知 
Bodily senses 
 

情感反应和连系 
Emotional 
responses & 
attachments 
 

韵律和乐感 
Rhythm & 
musicality 
 

姿势和交流 
Gesture & 
communication 
 

参照 
Referencing 
 

意向 
Intentionality 

故事 
Story 
 

隐喻 
Metaphor 
 

二元对立的抽象范

畴 
Abstract binary 
opposites 
 

押韵，估算和建模 
Rhyme, meter & 
pattern 
 

笑话和幽默 
Joking & humor 
 

成像 
Forming images 
 

神秘感 
Sense of mystery 
 

游戏，戏剧和玩耍

活动 
Games, drama, & play 

现实感 
Sense of reality 
 

现实的极限 
Extremes & limits of 
reality 
 

英雄主义 
Association with 
heroes 
 

好奇心 
Wonder 
 

意义的人化 
Humanizing of 
meaning 
 

收集和爱好 
Collections & hobbies 
 

反叛和理想主义 
Revolt & idealism 
 

情境变化和角色扮

演 
Context change & role-
play 
 

寻求普遍性 
Drive for generality 
 
过程步骤  
Process 
 

确定性的诉求 
Lure of certainty 
 

基本概念和异常

现象 
General schemes & 
anomalies 
 

理论的灵活性 
Flexibility of 
theory 
 

对权威和真理的

探求 
Search for 
authority & truth 

理论的局限性 
Limits of theory 
 

自反性和同一性 
Reflexivity & 
identity 
 

联合集结 
Coalescence 
 

特殊性 
Particularity 
 

基本的知识怀疑 
Radical epistemic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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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教育在行动 

事实上，运用这些认知工具进行课堂

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们大脑中发生着

一个复杂的反应、思考和认识的过

程。这一过程可以用任何一个学科课

题来体现，比如：二年级自然科学课

的蝴蝶的生命圈就可以作为例子来说

明整个富有想像力的教育(IE)的过

程。对二年级学生来说，自然科学和

其他学科应该利用神话的认知(Mythic 

understanding)工具来教学。在这之后

的教学则是通过浪漫的、哲学的和批

判的认知工具来完成的。 

当老师们用这些认知工具来组织课程

内容和教授各个学科的时候，课堂教

学就变的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了，这

样的教学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学生的想

像力。我们所说的想像力是指，这种

能力不仅可以思考现实的世界，而且

可以想像可能的世界。想像力就像是

学生们头脑中的一个伸缩自如的“触

角”，它能搜寻、拣起新的观点，设

法进行试验，观察并分析它的性质和

可能性，然后再巧妙地把它镶嵌在已

经掌握的知识网络中：“快看！看我

可以用它干什么了！”孩子们在探索

和发现的过程中所享受到的这种快

乐，激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有挑

战性的学习之中。 

富有想像力的教育不仅可以胜任文科

课程的教学，而且还可以成功地应用

在自然科学和数学课的教学中。在富

有想像力的教学中，老师的任务就是

用一系列的认知工具来组织和教授各

个科目的课程内容。我们的网站

（www.ierg.net/teaching）里提供了很

多供教师备课用的参考资料，它们会

很清楚地告诉老师们怎样在教学中有

条不紊地使用这些认知工具。 

 

全球行动 

在美国，有一班五年级的孩子们正带

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

在他们眼里，数学和自然科学不再是

空洞的知识碎片，而是人类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发明和发

现，是人类经过一系列的困惑、疑

问、希望、探索、失望、挣扎、顿悟

等复杂的精神历程而得到的珍贵成

果。 

在加拿大，一所有着大量印第安土著

学生的学校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研

究。学校的老师和项目研究人员发

现，过去对传统课程毫无兴趣的学

生，现在都对学习抱有极大的热情和 

活力。 

在卢旺达，一些创新的教学资料(IE)

在很多老师手中传阅，他们发觉这些

教学资料特别有效，因为像讲故事和

打比方这样的认知工具，可以帮助发

展以后几种智力层面的认知能力，对

这些在特定文化里长大的孩子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特殊的幼儿园，

专门帮助孤儿、弃儿和贫困儿童解决

他们的教育及社会化问题。那里的老

师反映说，孩子们不仅在融入社会和

日常行为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

能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学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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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加入我们吧 

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到罗马尼亚的克卢

日·纳波卡，越来越多的老师正在学

习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方案，并从中获

益匪浅。老师们发现他们已经能够吸

引并激励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学生

们不仅乐于学习知识，而且还能深刻

理解知识的含义，并能成功地应用到

不同的方面。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这项方案面向实践、易于操作。

尽管老师们也许面临着时间和资源上

的限制，但实现富有想像力的教育并

非空中楼阁。可喜的是，富有想像力

的教育正在北美、南美、欧洲、澳洲

和亚洲的学校里朝气蓬勃地发展。 

有关富有想像力的教育在不同课程领

域里应用的详细信息，可以登录IERG

网站或参阅《一个富有想像力的教学

方案》(基兰·伊根著, 加州旧金山：

周西贝斯出版社，2005年版) 

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系。                   

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在线团队。 

 

 

 

 

 

地址：                                                  

c/o Faculty of Education                                                            

8888 University Driv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V5A 1S6 

电话：（001）778－782－4479          

传真：（001）778－782－7014           

邮箱：ierg-ed@sfu.ca                            

网址：http://www.ier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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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教育的理论基础 

富有想像力的教育是建立在两个理论

基础之上的。第一个基础是文化的重

新归纳理论。基兰·伊根在《全智全

能的心灵：如何运用认知工具发展我

们的认知》一书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

详尽地论述。富有想像力的教育对我

们的祖先在文化历史过程中发明的那

些思维工具进行了重新归纳和阐释。

现在的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这些思维工

具或者说“认知工具”来提高他们的

思维能力。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不管

是在文化历史过程中发明这些认知工

具，还是从教育中获得它们，都需要

丰富的想像力。 

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于俄国心理学

家——利维·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

论。以它为基础，富有想像力的教育

对教育过程中的学习力和想像力的发

展做出了最详尽的阐述。 

“（信或者不信），这都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新的教育理论。…《全面发展

的心智》一书是独树一帜的。” 

—C. J. Driver                                         

《纽约时报书评》 

 “基兰·伊根是当今教育界少有的具

有最独特、最敏锐、最渊博的思想的

学者之一。这本书作为一个言简意赅

的引言，将带您走入他整个卓越的研

究世界。” 

－哈沃德·加德纳                               

《哈佛大学 》                            

“从事任何阶段的教育的老师，或者

从事任何一个方面的教育工作者都会

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理查德·福克斯 

“伊根针对整个教育体系提出了一套

完善的改进方案……这本书可以为那

些讨论教育、研究教育和从事教学工

作的人们提供一缕甘泉，一股激

情。” 

－安·佛利克                                       

《新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