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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教学活动是一个具有主体 ) 客体关系、主体 ) 主体关系和主体 ) 自身关 系的三重结 构, 包 含有主体与

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 活动、
行为与操作 之间的相互转 化, 外 部活动 的内化 与内部活 动的外 化, 以 及学生 个体的
主动建构与师生之间的 社会建构四种内部转换过程, 由此形成了教学活动的 生成性质以及教 学活动对 学生发展的
功能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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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的生成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学生在
教学活动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 这
是教学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认为, 教学活

系的总和构成了教学活动的三重结构。根据这三种
基本关系, 我们可以抽象出教学活动的三个基本向
度: 主体 ) 客体、
主体 ) 主体和主体 ) 自身。

动的实质是教学主体与教学对象之间能动而现实的
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教学活动内部若干
相互转换、
转变的结构和过程。正是这些相互转变、
转换的结构和过程, 才使教学活动成为一种生成的
过程, 从而形成了教学活动的生成性质以及对学生
发展的某种功能效应。因此, 借助活动理论的认识
成果对教学活动的内在结构和转换过程进行透视,

1. 主体 ) 客体向度: 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
教学活动的主体 ) 客体向度涉及教学主体与教
学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包括教师与课程、
学生与课
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教学主体和教学客体的相互
作用中, 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双向建构, 即
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从而形成四种基本的教
学关系和四类基本的教学活动: 以主体改造和实践

我们可以从中一窥教学活动的生成性质以及教学活
动对学生发展的功能形成机制。

教学客体为主的实践关系和实践活动, 以主体感知
和认识教学客体为主的认识关系和认识活动, 以主
体占有教学客体满足自身享受需要为主的审美关系
和审美活动, 以及以主体检测教学客体为主的评价
关系和评价活动。在教学活动 的主体 ) 客体 向度
上, 一方面是教学主体对教学客体进行自觉能动的
认识、
实践、
审美和评价, 从而在功利的意义上改变、

一、教学活动的三重结构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教学活动首先是教师
和学生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与教学
客体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和
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又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交
换其活动。同时, 教学活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 在这
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活动主体的头脑中作为目的
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 这个目的是活动主体 / 所知
道的, 是作为规 律决 定着他 的活 动的 方式和 方法
[ 1]
的 0 。即是说, 教 学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主体与客
体、
主体与主体以及主体与自身三种关系。这些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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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支配和占有着教学客体; 另一方面, 教学主体
自身的结构和形式也同时被教学客体改变、改造着。
正是这种改变或改造, 学生主体才得以不断地提升
和发展。正因如此, 主体 ) 客体是教学活动系统中
最为核心的向度, 它构成了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
2. 主体 ) 主体向度: 教学活动的社会基础
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单纯地表征主体与客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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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作用, 也不是单纯地表征主体与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 而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和主体间相
互作用的统一。换句话说, 任何一种教学主体与教
学客体之间的教学活动, 都只是教学活动系统的一
个部分或环节, 都是内涵于教学交往活动之中才得

的发展功能。
1.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
教学活动的实质是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主体对象化 ( 主体
客体化 )和客体非对象化 (客体主体化 ) 的双向对象

以发生和发展的。离开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
系和交往活动,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就无
法展开。因此, 教学活动必然存在一个主体 ) 主体
向度, 它构成了教学活动的社会基础。在教学活动
系统的主体 ) 主体向度上, 教师与学生不断地进行
交往、交流与合作, 从而形成教师与学生之间认识与
被认识、
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发生着教师与学生、
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活动。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往、
多向交流和相互合作, 学生
主体一方面将自己纳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占
有社会的本质力量, 提高自己的主体性, 从而使社会
个体化; 另一方面, 交往活动又使学生主体及其活动
[ 2]
扬弃狭隘的个 体性质, 表 现出社会性 , 实现其社
会意义。
3. 主体 ) 自身向度: 教学活动的心理基础
随着教学活动的展开以及主客体之间、主体之
间相互作用的不断深入, 教学主体与自身的相互作
用过程将 自然 地突 显出来。这主 要有 两个 原因:
( 1) 活动是人的活动, 是符合主体需要、
动机和目的
的活动。为了使活动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动机
和目的, 主体总是要将整个活动, 连同活动中的自我
纳入到自己的审视范围, 从而去认识它、
控制它和评
价它。 ( 2 ) 不 管是主体 与客体之 间的认识 实践活
动, 还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 都需要个体心
理过程的参与和支持。因此, 教学主体要展开教学
活动, 就有必要对自己和自己的活动进行自我意识、
自我反思与自我评价。这就是教学 活动系统的主
体 ) 自身向度。显然, 教学活动有两类不同性质的
主体与自身之间的活动过程: 一是教师对自身教学
活动及自我的意识、
反思与评价, 二是学生对自身学
习活动及自我的意识、
反思与评价。正是通过这种
自我意识、
自我反思与自我评价, 教师或学生才得以
形成自我、
发展自我, 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在此
意义上说, 主体 ) 自身向度构成了教学活动的心理
基础。

化运动而实现的。一方面, 教学主体在教学活动中,
运用自身的力量和工具作用于教学客体, 认识和改
造教学客体, 从而使教学主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
教学客体之中, 改变教学客体的结构和形式; 另一方
面, 教学客体的结构、
形式、
属性、规律也作用于教学
主体, 并内化为教学主体的机体和教学主体的本质
力量, 从而建构、
改造、
充实和发展着教学主体的思
维结构和认识结构。前者是教学主体对象化, 后者
是教学客体非对象化。
教学主体对象化是指教学主体通过活动使自己
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在这一过程中, 教学主
体按照自身的要求和需要, 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技
能、能力、情感、
态度等方面对象化在教学客体的身
上, 将这些方面积淀、凝聚和物化在教学客体中, 从
而改变教学客体原有的结构和形式, 产生在原有教
学客体体系中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在教学主体对
象化的同时, 教学活动中还发生着教学客体非对象
化的运动。所谓教学客体非对象化, 是指教学客体
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教学主体生命结构的
因素或教学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 教学客体失去对
象化的形式, 转而变成教学主体知识结构、
能力结构
和情意结构的一部分。在教学活动中, 教学主体通
过客体非对象化这种形式, 占有和吸收对象 ( 包括
前人的活动成果 ), 不断丰富着教 学主体的本质力
量, 提高着教学主体的能力, 从而使教学主体能以更
高的水平去认识和改造教学客体。
教学主体对象化与教学客体非对象化, 或者说,
教学主体客体化和教学客 体主体化的双向 转化运

二、教学活动的生成过程
教学活动在心理水平上是以心理反映为中介的
教学单位, 但它又不是若干刺激 ) 反应的简单累加,
/ 而是具有自己的结构、
自己的内部转变和转换、
自
[ 3]
己的发展的系统 0 。正是这些内部转变和相互转
化过程, 才使教学活动具有了生成的性质和对学生

动, 是教学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互为前
提条件, 互为媒介, 统一于具体的教学活动之中。正
是通过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这种双向对象化
机制, 学生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
认识关
系和价值关系才得以同时建立, 学生的认识才得以
建构和形成起来。正是通过教学活动的这种双向对
象化运动, 教师和学生才得以不断地解决教学中的
现实矛盾。
2. 活动、
行为与操作的相互转化
活动是教学的基本实现单位, 而教学活动本身
又包括一连串的教学行为, 教学行为又包括一系列
的具体操作, 由此产生了教学活动的层级结构。其
中, 活动为教学行为系统提供了动机, 教学行为是为
了达成教学活动系统的目标, 而具体操作与完成教
65

学活动系统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直接相关。同时,
活动与行为之间、
行为与操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
向的, 而是相互转化的。正是活动与行为之间、
行为
与操作之间的相互转化, 才使学生个体分别在主体
和个性两种水平上存在, 并不断发展着学生个体的
主体性和个性。
如果教学活动失去了个性的需要和动机, 个体
不是作为具体个性的人存在, 而是作为单纯的主体
存在, 也就是只在行为的水平上存在, 这时的教学活
动就转化为教学行为。在这个时候, 主体的教学行
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个性需要, 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
的, 因而教学活动对他来说也只是教学行为。因此,
教学活动向教学行为的转化表明主体失去了自己的
个性存在, 从而使活动中的人只成为单纯意义上的
主体存在。当教学行为本身成为主体的真正需要和
动机、教学行为成为个体的个性存在时, 教学行为便
转化为教学活动。这时, 个性存在和主体存在达到
了真正的统一。学生个体的发展就是教学活动行为
化转向教学行为活动化发展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 学生不断地形成自己, 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不
断地丰富和发展。
正如教学行为与教学活动可以相互转化一样,
具体操作与教学行为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教学行
为一旦失去自己的目的而变成自动过程, 或者说, 当
一种教学行为完全自动化而被纳入另一种教学行为
的过程中, 教学行为也就转化为具体操作。教学行
为转化为操作的另一种情况是, 教学主体的简单行
为被机器如计算机或计算器等工具所代替而变成机
器的操作, 这时的教学行为也会失去目的而转化为
具体操作。同样, 具体操作也可以转化为教学行为。
正是教学活动与教学行为、教学行为与具体操
作的相互转化, 教学活动才不仅确证了学生个体作
为人本身的存在, 而且也形成着人本身, 丰富和发展
着人的主体性及个性。
3. 外部活动的内化与内部活动的外化
在教学活动中, 学生主体的认识建构过程包含
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生主体早先进行的实际动
作在大脑中积淀、
结晶成为图式, 此为内化建构; 一
是学生主体运用内化而成的图式去整合教学客体的
[ 4]
刺激, 形成关 于客体的知识, 此为外化 建构 。相
应地, 学生主体的认识建构过程发生着两个方向的
活动: 一是向内组织动作, 将动作协调起来, 即外部
活动的内化, 它形成逻辑 ) 数理经验; 二是向外组织
客体, 将对象联结起来, 即内部活动的外化, 它形成
物理经验, 即我们常说的知识结构。向内和向外的
活动, 构成了同时的双向建构, 即内化建构和外化建
构。而教学活动的过程就是外部活动的内化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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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外化的统一。通过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的这
种双向转化, 学生的认识结构得以建构和形成起来。
学生的所有认识, 从功能机制上讲, 都是外部活动的
内化与内部活动的外化的统一。正是通过外部活动
与内部活动的这种双向转化机制, 才保证了学生主
体的认识结构不仅内化产生, 而且还外化应用。
在教学活动中, 首先是教学活动从外部活动向
内部活动的转化, 即外部活动的内化。外部活动的
[ 5]
内化过程 遵循一般内化过程的 运行规律 。内化
过程是通过对实物的感知和操作, 进行具体的动作
思维, 同时运用言语来表述, 进而脱离直观, 借助表
象进行思维, 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号操作, 从而实
现知识的内化。显然, 外部活动的内化过程是由若
干阶段组成的有序过程, 一般是从感知活动、
操作活
动和言语活动等外部活动开始, 进而过渡到认知活
动、情感活动和意志活动等内部活动。
与外部活动向内部活动转化一样, 内部活动也
会向外部活动转化, 即内部活动的外化。所谓内部
活动的外化, 就是指内部思维经过活动基础上的语
言编译机制, 被转化为外部的行为操作, 从而建立起
客体的关系与变化结构。同样, 内部活动的外化也
遵循一般外化过程的运行规律。在教学活动中, 内
部活动的外化一般是从教师提出要求开始, 进而学
生把教师的要求转变为自己的目的, 分析解决问题
的条件, 选择方法, 用语言或符号表达出来, 进行操
[ 5]
作, 形成产品, 从而实现知识的外化 。
一般而言, 教学活动包含有外部活动与内部活
动两种活动形式, 同时涉及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的
双向转化过程, 即外部活动的内化和内部活动的外
化。外部活动有内部心理过程的参与, 内部活动又
有外部的表现形式。正是通过外部活动的内化和内
部活动的外化, 促进了学生的知识掌握、
技能学习与
能力形成。
4. 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与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
教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对象化, 活动、
行
为与操作三者的相互转化以及外部活动的内化和内
部活动的外化三种相互转化过程, 很容易让我们觉
得, 学生个体通过教学活动所获得的认识发展只通
过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就能完成。事实不然, 在教
学活动中, 不仅是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而且包括学生
的认识发展和个性发展, 都是学生个体建构和社会
建构相互结合 的结果。离开 了师生之间的 社会建
构, 学生的认识发展、
社会性发展和个性发展都将难
以实现。
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强调教 学活动的个体性
质, 强调学生个体在自身认识发展中的作用, 强调学
生个体通过主动的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活动, 来获

得那种关于事物的正确认识, 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这一点不容置疑。可以说, 学生个体的认识发展主
要取决于他自己的主动建构。相反, 师生之间的社
会建构强调的则是教学活动的社会性质, 强调合作、
交往和共享在学生自身发展中的作用。

客体的人, 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动机, 在教学活动
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目的倾向和价值选择, 同时按
照自己的目的倾向和价值选择展开自己的行动。正
因如此, 教学活动从根本上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过
程, 其中参与了很多人的目的性因素。

从学生认识建构的角度来看, 教学活动既有学
生个体的建构过程, 也存在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过
程。其中, 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必须以学生个体的

2. 中介性与社会性
人作为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 必须依靠工具来
发挥自身的力量, 并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对象, 使
对象发生结构和形式上的变化, 从而在变化了的对
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 要使工具成为达到他
自己的目的的手段, 不仅要在活动中有目的地使用,
而且要有适合于目的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方法。这
里的工具以及工具的合目的的正确使用方式, 就是
介于活动的人与活动的对象之间的中介系统。实际
上, 无论是物质的感性实践活动, 还是精神的观念活
动以及物质的或精神的交往活动, 都是中介性的活
动。教学活动也不例外。教学活动的中介包括物质
的中介、
思维的中介和语言符号的中介三种形式, 物
质的中介指向外部, 它引起客体的变化; 思维的中介
和语言符号的中介则指向内部, 影响人的心理和行
为。正是通过这些中 介, 人的活 动、经验、知识、智
慧、才能和技能才不仅可以保存下来, 而且还可以一
代又一代地积累起来和传承下去, 并在教学活动的
历史进程中越来越丰富、
愈来愈发展。
教学活动 不仅具有中介 性, 而且 具有社会 性。
在教育系统的内部, 教学活动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
立的空间。但是, 任何教学活动都不是可以任意地
选择和行动的, 它摆脱不了外部社会对它的种种规
约与限制。更为重要的是, 教学活动虽然在形式上
依赖于个体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建构, 而且每个个体
都将通过各种活动建构出自己独特的主体 ) 客体关
系、主体 ) 主体关系以及主体 ) 自身关系, 但是, 每
个个体在活动建构的过程 中又总是会与其 他主体

主动建构为基础, 学生个体对事物的感知、
观察、
内
化、
分析、
归纳、
判断、推理等建构过程是师生之间有
效交流、
合作、
对话的基础; 而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
必须以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为补充, 只有学生个体
积极地参与到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之中, 学会理
清和表达自己的见解, 学会聆听、
理解他人的见解和
看法, 学会接纳、赞赏、争辩和 互助, 才能从不同侧
面、
不同角度认识到事物的完整性质。正是通过学
生个体与师生之间的双重建构机制, 教学活动不仅
保证了学生在认识建构和形成中的主体能动性, 而
且还为学 生 认识 的 建构 和 形成 提 供了 社 会 性的
支持。

三、教学活动的基本属性
教学活动的三重结构和内部转换过程决定了教
学活动具有某些功能属性。归纳起来, 教学活动具
有四对相互关联的功能属性: 对象性与目的性、
中介
性与社会性、
过程性与建构性、生成性与发展性。其
中, 生成性与发展性是教学活动的根本属性。正是
教学活动的生成性与发展性, 形成和表征了教学活
动对学生发展的功能效应。
1. 对象性与目的性
人的活动都是对象性的活动, 这主要是因为活
动的主体 ) ) ) 人是对象性存在物。教学活动也不例
外。教学活动的对象性不仅仅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活
动主体有着自己的活动对象即活动客体, 而且是指
作为对象的活动客体不是由某种外在力量所给予的
客体, 也不是游离于主体的需要、
动机、
兴趣和知识、
能力之外的客体, 而是由教师和学生的知识、
技能、
能力、情感、态度等认识过、改造过和占有过的教学
对象, 包括作为客体的课程、
作为主体的教师或学生
与作为主体自身的自我。正因如此, 我们才将教学
活动理解为教学主体与三种教学对象之间的双向对
象化过程。
教学活动不仅是一种有对象的活动, 同时也是
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由于人的因素的存在, 教学活
动总是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目的而存在和发展的。
在教育活动中, 不管是作为类的人, 作为群体的人,
还是作为个体的人, 不管是作为主体的人, 还是作为

( 教师或学生 ) 结成一定的主体 ) 主体关系, 总是会
与其他主体进行着不同形式的交往活动。通过交往
活动, 每个个体才能全面地介入到教学认识和教学
实践活动之中, 才能全面地认识教学客体、
其他主体
和他自身, 从而实现自己的认识发展、
社会性发展和
个性发展。
3. 过程性与建构性
不管我们将教学活动理解为一种 / 特殊的认识
过程 0, 一种 / 以认识为基础的特殊实践过程 0, 一种
/ 以认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 0, 一种 / 师生
之间特殊的交往过程 0, 还是一种 / 教学主体与教学
对象之间的双向对象化过程 0, 其 共同点在于将教
学活动看作一种过程。实际上, 人的任何一种活动
都是一种过程, 都是以过程的 形式存在和发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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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过程是活动的存在方式, 活动的本质就在于
过程。离开了过程, 活动便不能存在, 也无法变化和

真实的教学活动总会由于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活
动情境以及活动本身的逐渐深入等方面的因素, 充

发展。在此意义上, 教学活动存在的过程, 就是它自
身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正是过程的存在, 教学
活动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各个单位之间的相互转
化、
各个向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各种内部转换的动态过程, 才得以在鲜
活、
客观的过程中发生、
发展和变化。离开了教学活
动的过程存在, 教学活动目标的达成与学生发展的

满了偶然和变数, 从而使教学活动又具有某种不可
预期性和非确定性。恰恰是这种不可预期性和非确
定性的存在, 表征了教学活动的生成性和发展性。
从根本上讲, 教学活动的对象性与目的性、
中介
性与社会性、
过程性与建构性, 都是为生成性与发展
性服务的。生成性与发展性 是教学活动的 根本属
性, 也是教学活动的生命力之所在。根据我们前面

实现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 作为一种发展人、
培
养人的活动, 教学活动是以过程的形式产生, 以过程
的形式存在, 并以过程的形式展开的。一句话, 过程
性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属性。
与教学活动的过程性密切相关, 建构性也是教
学活动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一种过程存在, 教学
活动必然包含有若干活动的进程、
活动的阶段、
活动

的分析, 教学活动的生成性与发展性, 主要来源于教
学活动系统内部的诸多相互转化的环节和过程, 包
括活动、
行为与操作之间的相互转化、
教学主体与教
学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外部活动的内化和内部
活动的外化以及个体建构与社会建构的相互转化。
通过这些相互转化的环节和过程, 不仅使教学活动
的结构和形式得以不断地生成与发展, 而且学生个

的环节和活动的程序。在这种过程中, 教师和学生
在一定目标的导向下, 以教学客体为中介, 通过不同
形式的信息沟通、
情感交融和思想交流, 共同建构着
他们对教学客体的知识和意义, 建构着他们对其他
教学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建构着他们
对自身的反思和评价, 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他们对
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4. 生成性与发展性

体的知识结构、
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社会性品质和
个性品质也得以不断地生成与发展。

教学活动的过程性与建构性表明: 教学活动不
仅是各个要素、
各个单位、各个向度、各个子系统、
各
种内部转换之间交互作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同时
也是学生个体在知识、
技能、
能力、
情感、
态度和价值
观等方面的生成与发展过程。虽然教学活动在进行
之前少不了活动主体, 特别是教师的计划、
预期和规
范, 从而使教学活动呈现出某种预设的性质,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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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ro d u c in g P ro c e s s a n d Fu n c t io n a l P ro p e r ty o f In s t ru c t io n a l A c t iv ity
L I Song- lin
( Colleg 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 ichuan N 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

Abstract: Instruct iona l act iv ity is a trip le structure w ith sub ject object re la tio n, subject sub ject relat io n and
subject-self re latio n. It consists of four transform ational process, such as tw o-w ay ob ject iv eness be tw een sub ject and
ob jec,t mutual conversion am ong activ ity, behav io r and operat io n, in ternalization o f ex terna l activ ity and external-i
zation o f in terna l activ ity, in div idual act iv e constructiv ism and groups. soc ial constructiv ism, wh ich m akes it form
its producing property and developm ental function to students.
K ey w ord s: in structional act iv ity; producing process; function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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