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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伪科学”现象例评
◆纪大海

［摘 要］ 真理与科学是教育理所应当的追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学校育人还是学术研究，“伪科学”现象暗潮涌动，

常表现出“伪理论”“伪科研”“伪文化”“伪实践”“伪经验”等经过粉饰的“科学”，这不仅浪费教育资源，异化教育本

质，扭曲育人理念，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大大阻碍了教育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真正构建。因此，摒弃教

育“伪科学”，回归教育原点，已经成为学科发展不得不为的学术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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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培养、开发人的社会活动，特别讲究科

学育人、精心施教和按规律办事。然而，教育却在

现实中每每走样，出现诸多非科学现象。分明是

“伪科学”的东西，却偏偏要粉饰成科学的东西，

并可以明目张胆地示于社会，示于公众。教育本质

上排斥虚伪，摈弃作假，而教育中的“伪科学’东

西害人害己害社会，更害民族未来，不可不批判，

不可不剔除。事实上，教育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就必须对教育中非科学的东西予以批判、摈弃

和澄清。
本文所讲的“伪科学”为广义概念，包括“伪

理论”“伪命题”“伪科研”“伪文化”“伪实

践”“伪经验”，等等。之所以为“伪”，原因在于

其在“科学”名头的美丽光环下充斥着虚假失真、
胡编乱造、乏善可陈、了无新意、文牍主义等东

西。这些形式主义的、虚假伪造的东西正在一步步

异化着教育的本质，去伪存真、回归教育原点成为

现代教育不得不为的要务。

一、“伪理论”之痛

时下教育理论繁多，教育理论文章更是日日有

进，年年高产，而教育伪理论恰恰充斥其间，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游戏。许多理论文章了无新意，毫无

启迪，不过就是围绕语言表述做文章，以期达到让

人看不懂、读不明、悟不通的效果，如此便以为是

高深的理论文章了。事实上，这些文章作者可能连

自己也不完全理解个中含义，但他们可能真正悟通

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机。可惜的是，有

些刊物和学界人士却对此情有独钟、乐此不疲。据

说这样可以显示刊物的理论层次和学者的深奥莫

测。注重文字表述没错，但以文害义则是理论研究

大忌。
二是食洋不化。时下理论文章文必引国外作

品、言必有洋专家之语，似乎没有“洋味”就称不

上为理论文章。再则，生搬硬套引进西方理论和作

品，尽管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却依然要赋予其神圣

的地位和权威的光环。诚然，我们需要关注世界理

论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成果，引进是必要的，但任何

洋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为中国发展进程

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种洋理论能在中国大地上独

立生根开花结果。洋理论不可以再成为唬人的东

西，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不应向外，而应向内。
三是诠释主义。中国的教育理论在另一个极端

上似乎又陷入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怪圈，

反反复复诠释和论证古人的某种思想、某个提法、
某种意蕴，研究结果大同小异，充其量是作了一些

增删修补，或换个角度说事。这些数量繁多的理论

文章究竟潜藏多少理论价值，尚无定论，而至于应

用价值，恐怕多半难以古为今用。再就是围绕某个

概念或表述不厌其烦地论证、诠释和争鸣，此类研

究文章不在少数。现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大多缺乏

真正的创新东西，而围绕概念做文章则成了共同的

取向，长此以往，何以培养创新人才！

四是学术造假。学术造假集中在高校、科研部

门和有关行政部门，主要表现为学术成果造假和学

术称谓造假。学术成果造假指通过剽窃、抄袭他人

的成果来形成自己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此种现

象愈演愈烈，有增无减，甚至有顶端学者也身陷其

中。学术称谓造假包括职称造假和学位造假，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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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权力部门与高校或科研部门的“潜规则”
行为，直白地讲，就是“教授”头衔可以根据“需

要”漫天抛售，“博士”头衔可以通过关系轻易得

手。学术造假已成为社会公害，职称和学位严重贬

值，学术公信力和专家权威遭遇重大危机。
五是“权威真理”。“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

就是“屁股决定真理”，坐在什么权力位置上就有

什么真理，有多大的学术权威头衔就有多大的真

理。于是，拍拍脑袋就成决定，茶余饭后随便说几

句就成真理，这样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外，

真理的地缘决定性不过是权威真理的一种折射。北

京和上海的领导和学者，其观点不管是否存在谬

误，对于其他省市区而言都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
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代，我们承认地缘上的认知

和视野差异，但在信息化的时代如果还这样认为的

话，那就是偏见。笔者向来认为，真理只认真理本

身，科学只认科学本身，决不会因人而异、因地缘

不同而不同；不论何种人的何种理论和研究，都应

当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都要有新内容、新观点、
新视角或新方法等，倘若无新意，文字再精妙，语

言再高深，权力再大，权威再高，最终也不过是一

堆废纸。
中国教育理论之痛就痛在“伪理论”猖獗，大

行其道，以至于中国教育理论始终不能形成真正有

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学派和学术流派。教育学派的

形成需要寻求和建立哲学基点，需要构建系统的理

论体系，需要进行浩繁的实证研究，更需要持久艰

苦的实践验证和反馈修正，这些在“伪理论”主导

下是无论如何也达成不了的，理论体系建设甚至还

可能因“伪理论”而误入歧途，迷失方向。当然，

“伪理论”的危害远不止此，它在很多方面都会发

生负面功效。美国学者科顿姆 （D.Cottom） 在其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一书中列数了教育无用的 21
条理由，并揭示教育负功效的多方面影响。尽管有

些理由过分夸张甚至自相矛盾，但其中相当部分击

中了“伪理论”之要害，这说明该现象的普遍性，

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而且也都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二、“伪科研”之害

教育科研本是一桩十分严肃而要紧的事情，它

要求严格按科学研究规律和程序办事，来不得半点

虚假。然而，现实中的教育科研却每每遭遇扭曲和

异化。

例一：教育科研成为“摆设”。一些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重视教育科研，其目的不在于通过科研

解决教育或学校发展中的问题、关注现实教育生活

中的热点难点、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等，恰恰相反，教育科研成为了领导部门和领

导者拿来炫耀的“政绩”，成了学校装点门面的

“形象工程”，成了教职员评职评级的“敲门砖”。
正是研究目的的异化，教育科研中的科学精神、科

学程序设计、研究过程、目标达成、成效评价以及

后期跟踪等被不同程度地忽视或轻率处置，甚至全

然不顾，教育科研沦为了“摆设”。
例二：课题泛滥与腐败。一方面，不少国家级

和省级课题都大面积“繁殖后代”，设有众多的

“子课题”和“孙课题”，然而，总课题除了收取子

课题单位的管理费之外，却很难给予应有的管理和

指导，课题仿佛成了“摇钱树”。另一方面，课题

申报又出现严重的“马太效应”，大的课题、钱多

的课题一般都倾斜给了京沪地区和领导或权威牵头

的申报者，其他地区和一般申报者只能得到一点

“边角余料”。有的人手头课题之多，以致于不得不

“出租”。不言而喻，这哪里是在搞科研，简直是在

玩弄科研。课题管理中的另一个死症就是，科研课

题几乎没有通不过的结题，科研成果几乎没有通不

过的鉴定，只要课题之外的功夫做到了家，结果都

是皆大欢喜，彼此双赢。一个合逻辑的结果便是，

大多数课题成果都成了没有多少价值的次品和废品。
因此，神圣的科研殿堂也需要去污染、反腐败。

例三：课题研究走向庸俗。课题研究不重“研

究”，不重过程，只看结果，而结果最后却演变成

撰写一篇文章了事。学术文章不是研究之结晶，而

是东拼西凑之杂烩。更有甚者，研究结论成了领导

们想当然的臆断和不经意的表态，甚或随随便便拍

脑袋的说辞，捉刀者则可以据此胡乱编造。据笔者

了解，有的课题三年内没有开过一次会，没有开展

过一次研究活动；有的则只开两次会完事：第一次

是开题会，第二次是结题会，中间为空白。然而，

这些课题最终都能提交洋洋洒洒两三万字的文字材

料，并顺利通过结题。个中情状无需分析，不言自

明。观照于此，教育科研分明成了一场儿戏，成了

教育生活中的一场庸俗插曲。
教育科研来不得虚假和伪造，永远都需要科学

精神，否则教育科研不仅不能成为教育发展的“第

一生产力”，反而会拖累教育发展，污染教育精神，

教育中的“伪科学”现象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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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教育资源，折腾教育生活，欺骗教育和社会。
这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教育生活之真切现实。笔者

曾对百余项由中小学承担的已结课题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真正产生影响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不足

10%，有一定效果但不显著的只占 25%左右，多数

课题都是劳民伤财却没有价值的。假设每个课题平

均耗费 5 万元，一百项课题投入 500 万，实际总共

只有 150 万元发挥了产出效应，这种投入产出比率

实在太低。于是，有人将此戏谑为“既费马达又费

电”。至于高校和科研部门承担的教育类课题，坦

率地讲，虽然课题钱多，但相当部分课题的研究水

平不敢高看，不敢奉承。教育科研当下急需去伪存

真，回到科研本身。

三、“伪文化”之耻

当前，教育正取向素质教育、内涵发展和特色

润育，学校文化建设因此也进入兴盛发展时期。然

而，虚假文化随之泛起，并令不少学校蒙羞。
当前，教育中的“伪文化”可分如下几类。
一是重“硬件”文化，轻“软件”文化。时

下，学校气派的外观与空虚的内涵形成高度反差，

让人第一印象便有“暴发户”之感。相当多的学校

以为文化建设就是在校园外观上“做文章”，轻视

甚至无视学校的“软件”建设。美丽的校园与学校

精神的缺失、管理的缺位、育人理念的落后、教学

水平的低下、学校文化内涵的缺乏等方面极不协

调，极不匹配。这种现象极大地降低了教育功效，

也是教育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二是文化理念既少科学又少文化。学校文化理

念的凝炼，要么缺少文化内涵———常常流于一句空

洞的口号，或是一些与教育不沾边的模糊表述，亦

或是一篇抽象的教育美文；要么故弄玄虚———有些

学校不顾及主导思想、达成目标、学校传统、教育

特色等当代发展背景，只顾一味从故纸堆中挑拣晦

涩难懂的语句，言“文化”必引文言；要么雷同，

缺少特色———大多数学校的教育理念几乎到了千篇

一律的地步，都是诸如“团结”“勤奋”之类的表

述，难有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文化理念。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个别学校的文化理念不仅不科学，而且存

在反主流文化的倾向。学校文化理念不科学、少文

化，结果自然很可能“短命”，不能指导实践，不

能发挥文化的育人功效，无助于学校价值共识的形

成，其负作用显而易见。

三是文化理念虚设。虽然一些学校有明确的文

化理念，但理念与学校发展规划和具体实践毫不相

关，理念归理念，实践归实践，形成泾渭分明的

“两张皮”。学校文化理念几乎无人知晓，形同虚

设，还不如一句空洞的口号。
四是理念系统极其混杂。许多学校都有教育思

想、办学理念、学校精神、校训、校风、教风等理

念性表述，但这些表述大多缺乏核心理念，杂乱无

序，甚至相互矛盾抵触。如果问到学校核心理念是

什么，恐怕多数校长答不上来。要知道，核心理念

是学校之魂，是学校精神的集中体现，没有成为共

识的核心理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校文化。
学校是标准的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无文化

是学校的最大悲哀。教育要提升软实力，学校要办

出文化特色，教育主体要形成凝聚力，学校发展要

有“后劲”，就必须下大力去除“伪文化”，重构和

积淀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性、经得起时间和实践

检验的教育文化。

四、“伪经验”之悲

教育领域经验多、模式多、交流多，因此影响

自然较大。但在这些经验与模式中，有的为真，有

的却为假，而“伪经验”“伪模式”常常产生更深

更远的影响和危害，需要格外引起重视。
“伪经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把不

成熟的经验通过文字加工拓展为内容满满、亮点多

多的成熟经验。这种做法司空见惯，例如，有的地

方和学校不遗余力地培养“笔杆子”“捉刀者”，
就是意在伪造文章，伪造经验，甚至在政府推崇的

“经验”中也不乏伪造成分和伪造事实。可悲的是

这种“伪经验”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人们不仅不厌

烦，反而乐此不疲。二是把不科学的经验作为成功

经验加以宣扬和推广。有的学校在总结他们抓教育

质量的经验时，把“抓高考就是要抓出血来，不怕

死人”视为最成功经验，并且大加介绍和宣传。这

种非科学经验虽然近年来大有收敛，但掩藏在背后

的认识基础并未消退，尚不可掉以轻心。三是东拼

西凑别人的经验捏合成自己的成果。包括一些所谓

“教育名人”在内的有些人，自己没有经验可言，

但为了出科研成果而采取剽窃方式炮制经验，写文

章，出著作。经验应是个体亲身实践和亲身体验的结

果，移花接木式的经验是对真正经验的侮辱和亵渎。
不得不承认，教育中的“伪经验”有其滋生的

教育中的“伪科学”现象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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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环境，但教育者决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

之。教育行政可以强化行政干预，建立“第三方”
查证制度，在激励机制上做文章以达到抑制和抵制

“伪经验”的目的。
当然，教育者无需也不可以因上述批判而垂头

丧气，或对教育的未来失去信心，任何辩证的批判

都是“扬弃”，对“伪科学”的批判也是如此。我

们批判“伪理论”决不抹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教

育理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决不否认众多的科

研成果和欣欣向荣的群众科研热情，决不诋毁那些

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优秀的教育文化和学校文化，更

决不无视那些成功的经验和模式。教育需要扬优抑

劣、扬长避短，但认识上不走极端。
“伪科学”泛起的成因可作如下考量。一是虚

假文化大行其道。社会不同程度地充斥着虚假，诚

信正日渐缺失，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家庭生活，

从行为到心灵，都被虚假或多或少地污染，教育当

然不能例外，教育“伪科学”本质上就是教育虚假

文化的产物。二是功利驱使。在权、名和利的欲望

支配下，人们会不择手段以达目的，尽管教育领域

情况也许好一些，但不可完全排除。“伪科学”从

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极端功利意识的衍生品。三是科

研失范。教育科研兴盛本是一桩好事，但由于缺乏

组织、指导和引领，科学研究遭遇不科学的尴尬，

甚至是严重变质。虽然有众多的教研机构和科研机

构，虽然这些机构对学校也有一定的指导和训练，

但力度远远不足，更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撑。此外，

学校本身也不太重视自身科研素质的提升。四是导

向偏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学院派”教授的理论

导向严重失误，导致一些中小学科研方向迷失，并

“造就”了一批擅长理论说教的中小学校长。评职

评级评成果的标准发生极大偏差，不论科研成果好

坏，只要有就算数，很差的成果也可以评出高等级

奖项，这种激励制度导向存有极大隐患。生涩“洋

理论”谬误流传，研究中国教育的实践问题，为

何动辄就讲后现代主义、新个人主义、新宗教主

义等西方哲学思潮呢？我们就不能对中国教育的实

践问题进行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理性分析吗？五是

浮躁心态。浮躁情绪、愤懑心理、抑郁病态在整

个社会中史无前例地抬升起来，教育也陷入其中，

不言而喻，在浮躁心态下，任何科研都有可能失真

或失实。
“伪科学”的矫正之道在于：一是制度抵御，

即从制度上规范主体行为、惩戒虚假行为、形成程

序控制等；二是文化抗拒，即从文化上引导人们的

价值崇尚、诚实情感、善恶批判等；三是自我反

省，即培养人们独立判断、自觉抵御、自我反思

等；四是法规惩治，即重拳打假，用法规的力量来

打击那些作假者，让他们不敢再为；五是舆论批

判，即倚重舆论力量，形成舆论和社会的广泛监

督，并由此形成广泛的社会批判氛围；六是科学指

导，即给予学校足够的专家支持、专业培训、具体

指导和进修提高。这些对策不仅对教育中的“伪科

学”，对其他领域和行业中的“伪科学”也都有矫

正功效。相信只要坚持去做，不论成效大小，肯定

会有收获。
（责任编辑 傅坤昆）

教育中的“伪科学”现象例评

据新华网北京 8 月 16 日消息 记者 16 日获悉，财政部日前同意北京市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

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按照其实际缴纳“三

税”税额的 2%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要求，地方教育附加由北京市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征收时应使用市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

政票据，就地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地方

教育附加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部门预算统筹安排，不得从地方教育附加收入中扣除或提取

手续费。
此外，财政部表示，北京市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应专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发放教职工工

资福利和奖金。上述规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同意北京市开征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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