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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生认识发展的活动机制
李松林
(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成都 610068)
摘

要: 理性而深入地揭示活动基础上学生 认识发展的 实现机 制, 是 教学活 动理论 乃至教学 论研究 的重要 课

题。从根本上讲, 活动凭借它自身的二重性, 并依靠认识结构与活动结构的同源同 构、
教学 主体与教 学客体之间 的
双向对象化、
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之间的双向转 化、
学生个 体的主 动建构 与师生 之间的 社会建构 以及主 体认知 结
构的同化与顺应 5 种机制, 分别从认识的起源与发生、认识的建构与形成和认识的 改进与转换 三个方面, 实现着 学
生的认识发展。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这 5 种机制, 将帮助我们提高教 学活动设计的实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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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于运动!, 人的发展在于活动。随着 活

活动。因此, 学生认识! 主要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帮

动!范畴在教学领域的逐步引入以及活动观念向教

助下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能力、情感、
态度

学实践的不断转换, 教学活动设计的诸多问题日益

等本质力量, 对客观世界进行的能动反映。

凸显, 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凭借经验、
习惯、

认识发展是学生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识和情感行事的现象相当普遍; 二是形式主义的

主要是指与大脑生长和知识技能有关的发展方面,

倾向更为严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至今尚未从

具体涉及学生在观察、注意、记忆、思维、想象、
创造

理论上弄清教学活动基础上学生实现发展的内在机

力等方面种种功能的发展变化。由于学生的认识发

制。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基础, 活动分别为学生的

展受到认知、
情感和意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而学

认识发展、
社会性发展和个性发展创造了相应的功

生的认识发展又表现为形成一个由意义、态度、动机

能实现机制。这里, 我们仅就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认

和能力等成分相互关联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抽象

识发展的内在机制做些探讨。

的认知结构。在教学条件下, 学生认识发展的基础、

作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 活动!的实质是主体

来源和根据是什么? 一般的回答便是 活动!, 因为

与环境之间能动而现实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 教

人的所有认识都根源于人的活动, 活动乃是现代教

学活动!就是教学主体在一定教学关系中借助语言、

学有效地解决学生认识发展问题的基本途径。根据

物质等中介性工具, 与教学环境之间能动而现实的

我们的研究, 教学活动作为学生认识发展的实现机

相互作用过程。由于这里的教学环境包括教学客体

制, 在学生的认识发展中发挥着三种基本功能, 具有

( 物质性客体与精神性客体) 、其他教学主体和教学

三个方面的作用, 即认识的起源与发生、
认识的建构

主体自身三个方面, 因而教学活动就内在地包含主

与形成以及认识的改进与转换。

体- 客体、
主体- 主体和主体- 自身三个基本向度。

问题在于, 教学活动对于学生认识发展的这些

在主体- 客体向度上, 教学活动包括以主体反映客

功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说, 学生认识发展的

体为主的认识活动、
以主体改造客体为主的实践活

活动机制到底是什么? 从根本上讲, 它们来源于教

动、
以主体享用和欣赏客体为主的审美活动、以主体

学活动的二重性, 具体表现为活动的认识性与认识

鉴别和检测客体为主的评价活动等。在主体- 主体

的活动性、
活动的认识结构与认识的活动结构、主体

向度上, 教学活动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

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
外部活动的内化与内部

学生之间的交往活动。在主体- 自身向度上, 教学

活动的外化、
个体的主动建构与师生之间的社会建

活动又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反思与学生的学习反思

构以及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教学活动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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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重性, 使它成为认识与实践、意识与活动、主
观与客观、
主体与客体、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个体
建构与社会建构以及同化与顺应之间的 交错点!。

2008 年

表现为逻辑操作。这就是教学活动与学生认识在总
体结构上的同源同构。
二是转化结构的同源同构。教学活动与学生认

也就是说, 认识结构与活动结构的同源同构机制, 为
学生的认识提供了基础和来源;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

识都是包含有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部活动
内化与内部活动外化的双向转化结构。仅从外部活

双向对象化机制、
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之间的双向

动与内部活动的双向转化来看, 教学活动一方面将

转化机制以及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与师生之间的社

主体早先进行的实际动作积淀、结晶在主体的大脑

会建构机制, 建构和形成了学生的认识; 认知结构的
同化与顺应机制, 则改进与转换了学生的认识。作

之中, 形成主体认识结构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它又
将主体大脑中 所形成的认识结构转化 为外部的动

为三种认识发展力量, 它们分别从认识的起源与发

作, 从而发起对客体的实践与改造。学生的认识同

生、
认识的建构与形成、认识的 改进与转换三 个方
面, 发展着学生的个体认识。

样如此, 它总是不断地把外部活动转化为内部的智
慧过程, 同时又不断地把内部的运算过程转化为外

一、
认识结构与活动结构的
同源同构机制

部的形式, 凝聚在主体的行为、工具、操作与活动产
品之中。这就是教学活动与学生认识在转换结构上

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的第一前提, 是人的认识

的同源同构。
三是发展结构的同源同构。教学活动与学生认

的永恒的基础。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

识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发展结构。这种结构使它们

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自
然界本身;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 人的

能够继承以前的所有活动成果和认识成果, 并在继
承成果和自身结构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 开展自己

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 [ 1] 人的认识何以

新的活动过程和认识过程。每一次教学活动总是继

如此地依赖于他自己的实践活动? 学生的认识又何

承了先前历次教学活动的目的、
内容、
条件、
方式和

以能够通过教学活动而发展起来? 其直接的原因在
于认识结构本身就只存在于活动结构之中, 它是从

成果, 并以此作为客观的基础, 展开自己的新的活动
过程。同样, 学生的每一次认识都只能在先前形成

外部感性活动内化而来, 而认识结构对活动结构的

的认知结构、
思维框架和认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 并

超前性也只是活动 结构能动性的 表现形式。实际

在新的教学环 境条件下不断地突破原 有的认知结

上, 当学生的认识潜藏于教学活动过程中时, 它是教
学活动的精神因素; 但当它从教学活动中独立出来

构、
思维框架和认识模式, 形成新的更有序的认识结
构。这就是教学活动与学生认识在发展结构上的同

之后, 就形成了自己的 活动结构!。然而, 这种 活

源同构。

动结构!本身又是从教学活动中产生出来的, 它天然
地与教学的活动结构同源同构。正是认识结构与活

上述三个方面的同源性与同构性不仅使教学活
动成为了学生认识发展的坚实基础, 而且还使教学

动结构的这种同源性与同构性, 才使教学活动成为

活动与学生认识之间发生着 并联!的关系。虽然二

学生认识发生、发展的 母体!, 成为学生认识发生、

者 并联!的形式会由于教学活动结构与学生认识结

发展的基础、
来源和根据。概括地说, 学生认识结构
与教学活动结构的这种同源同构性主要来自于三个

构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但教学活动对学生认识
的决定性, 学生认识对教学活动的依赖性却永远不

方面。

会改变, 这是学生在教学条件下实现认识发展的永

一是总体结构的同源同构。教学活动与学生认
识都是由主体的需要和动机引起, 受到主体需要、动

恒的前提。

机的调节, 并且由主体来发起对客体的认识、实践和
改造; 二者都是由一定的目的为指导, 自觉的目的贯

二、
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
双向对象化机制

穿于教学活动与学生认识的始终; 二者都是由一系
列与目的相关的行为组成, 其目的都要依靠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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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来实现; 二者都是由一系列与条件、手段、工具

客体化) 和客体非对象化( 客体主体化) 的双向对象

相关的操作组成, 教学活动要通过工具手段, 学生的
认识要借助于逻辑手段, 前者表现为工具操作,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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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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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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了教学客体的结构和形式; 另一

互为前提条件, 互为媒介, 统一于具体的教学活动之
中。通过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这种双向对象

方面, 教学客体的结构、
形式、属性、
规律也作用于教

化运动, 学生主体与教学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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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和价值关系得以同时建立, 学生的认识得以建
构和形成起来。正是通过教学活动的这种双向对象

思维结构和认识结构。前者是教学主体对象化, 后

化机制, 教师和学生才得以不断地解决学生认识发

者是教学客体非对象化。

展中的现实矛盾。

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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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之间的
双向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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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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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从而改变了教学客体原有的结构和形式, 产生了

作在大脑中积淀、结晶成为图式, 此为内化建构; 一

一种原有教学客体体系中所没有的种种对象物。因

是学生主体运用内化而成的图式去整合教学客体的

此, 教学主体对象化也就是教学主体通过对象性活
动向教学客体的渗透和 转化, 即教 学主体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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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不仅是教学主体对教学客体的认识活动与

动: 一是向内组织动作, 将动作协调起来, 即外部活

实践活动如此, 教学主体对教学主体的交往活动以
及教学主体对自身的自我意识活动的所有成果, 都

动的内化, 它形成逻辑- 数理经验; 一是向外组织客
体、
将对象联结起来, 即内部活动的外化, 它形成物

是这种双向对象化运动的结果。

理经验, 即我们常说的知识结构。向内和向外的活

[ 2]

在教学主体对象化的同时, 教学活动中还发生

动, 构成了同时的双向建构, 即内化建 构和外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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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而教学活动的过程就是外部活动的内化与内部
活动的外化的统一。通过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的这

学主体生命结构的因素或教学 主体本质力量 的因

种双向转化, 学生的认识结构得以建构和形成起来。

素, 教学客体失去对象化的形式, 转而变成教学主体

学生的所有认识, 从功能机制上讲, 都是外部活动的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情意结构的一部分。在教学
活动中, 学生主体在教师的帮助下一方面通过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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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能量的输出认识和改变着教学客体, 同时学生主

体的认识结构不仅内化产生, 而且还外化应用。

体也需要将教学客体的一部分作为直接的发展资源
加以消费, 或者将某些教学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

在教学活动中, 首先是外部活动向内部活动的
转化, 即外部活动的内化。外部活动的内化过程遵

的延伸, 包括在自己的生命结构之中。这些都是教

循一般内化过程的运行规律 [ 3] 230 231 。内化过程是通

学客体向教学主体的渗透和转化, 即教学客体主体

过对实物的感知和操作, 进行具体动作思维, 同时运

化。实际上, 学生主体通过对教学客体的认识和实
践活动、
认识和影响其他主体的交往活动以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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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改造主体自身的自我意识活动, 消化其中的精神

化。显然, 外部活动的内化过程是由若干阶段组成

产品, 并使之转化为他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都是教学
客体非对象化, 即客体主体化的表现。学生主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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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过客体非对象化这种形式, 占有和吸收活动的

和意志活动等内部活动。实际上, 语文、
英语等学科

对象( 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 , 从而不断丰富他自身

的教学活动都是从组织学生大声朗读、默读和写作

的本质力量, 提高他自身的认识能力, 使他能以更高
的水平去认识和改造教学客体。

等外部活动形式开始, 而数学、
物理、化学、
生物等学
科的教学活动又常常从组织学生用眼观察、
动手操

教学主体的对象化与教学客体的非对象化, 或

作和亲身实验来促进学生对概念、规则和命题的理

者说, 教学主体客体化和教学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转
化运动, 是教学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

解和掌握。
与外部活动向内部活动转化一样, 内部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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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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经验, 建构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从而体现出

言编译机制, 被转化为外部的行为操作, 从而建立起

社会建构又使学生个体能够克服和扬弃他自身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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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个体性质, 超越他自己的认识局限, 实现认识建构

部活动的外化一般是从教师提出要求开始, 进而学

学生个体的主动 建构强调教学活动的个体性

生把教师的要求转变为自己的目的, 分析解决问题

质, 强调学生个体在自身认识发展中的作用, 强调学

的条件, 选择方法, 用语言或符号表达出来, 进行操
作, 形成产品, 从而实现知识的外化[ 3] 236 237 。根据国

生个体通过主动的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活动, 来获

内教学认识论的有关研究, 主观知识的外化主要通

发展。在教学活动中, 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大致表

过操作和言语两种外部活动表现出来, 在层次上又
可以区分为复现式外化和创造 式外化两种外 化形

现在三个方面: ( 1) 学生个体通过感觉登记、
短时记

式。

过程来对信息进行转换、
编码、
储存、
提取与应用 。

认识建构的主动性与个体性; 另一方面, 师生之间的

的社会意义。

得那种关于事物的正确认识, 从而促进自身的认识

忆、
长时记忆、
反应等一系列合理、有效的心理加工
[ 6]

一般而言, 教学活动包含有外部活动与内部活
动两种基本活动形式, 同时蕴涵着外部活动的内化
与内部活动的外化两个基本过程, 并分别实现着学
生认识的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其中, 外部活动的
内化是内部活动的外化的物质基础, 决定着内部活
动的外化的内容、
水平及其实现; 而内部活动的外化
又是外部活动的内化的目的与归宿, 并为外部活动
的内化提出新的要求和起点。正是通过外部活动与
内部活动的这种双向转化, 才使得学生的认识过程
成为一个知识掌握、
技能形成与能力提升的完整过
程, 并使得学生的认识不断地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知
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不断地改变和优化学生主体的
认知结构、
思维框架和认识模式。

( 2) 学生个体针对具体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阶段, 选用
各种适宜的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来对信息进行有意
义的、
深层次的加工, 通过同化或顺应来形成合理的
认识结构。诸如复述与复习策略、
精细加工策略、
组
织策略以及综合性的阅读理解策略、问题解决策略
等, 都是个体用于建构良好的认识结构的主动性表
现。( 3) 学生个体根据自身的学习特点而采取各种
自我调节措施, 如学习前的计划、
学习中的监控以及
学习后的反馈与矫正; 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各种资源,
如调整心境、
维持努力、
寻求他人帮助等。
相反, 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强调的是教学活动
的社会性质, 强调合作、
交往和共享在学生认识发展
中的作用。在教学活动中, 虽然每个学生都以自己

四、
学生个体与师生之间的

的经验背景建构自己关于事物的认识, 但每个学生

双重建构机制

只能理解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 只有学生积极

从逻辑上讲, 主体对客体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

地参与到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之中, 学会理

识得以建构和形成的物质基础, 主体与主体的交往

清和表达自己的见解, 学会聆听、
理解他人的见解和

活动是人的认识得以建构和形成的社会基础, 主体

看法, 学会接纳、
赞赏、争辩和互助, 他才能从不同侧

与自身的意识活动则是人的认识得以建构和形成的
心理基础。即是说, 师生之间的社会交往是学生认

面、
不同角度认识到事物的完整性质, 从而超越自己

识得以建构和形成的必备条件。在哲学史上, 哲学

生不仅可以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 而且还能超越自

家早已注意到了人的认识活动对于社会交往的依赖
性。费尔巴哈曾经指出: 仅靠个人的单独活动, 不

己的已有认识。在这里, 师生之间的社会建构必须

能产生人的意识观念, 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感知、
观察、内化、分析、
归纳、
判断、
推理等建构过程

的个体认识。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合作, 学

以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为基础, 学生个体对事物的

才能获得观念!。 社会认识论的代表人物米德也一

是师生之间有效交流、合作、对话的基础; 而学生个

再强调: 如果个体的认识不进入社会过程, 这种认识
[ 5]
是根本无法建构出来的。
在教学活动中, 学生的认

体的主动建构 又必须以师生之间的社 会建构为补

识建构天然地包含着学生个体的主动建构与师生之

机制, 教学活动不仅保证了学生在认识建构和形成

间的社会建构两个过程。正是依靠学生个体与师生
之间的双重建构, 学生个体可以主动地运用自己的

中的主体能动性, 而且还为学生认识的建构和形成

[ 4]

充。正是通过学生个体与师生之间的这种双重建构

提供了社会性支持。

第5期

论学生认识发展的活动机制

57

主体的认知结构由于外部客体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
变的过程。儿童通过调整或改造自己的认知结构,

五、
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机制
按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主体对客体的适应

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对外界信息进行反应和认识, 从

是儿童认识的本质, 儿童的认识发展是通过活动所
获得的对客体的适应而实现的。适应的本质在于主

而进入一种新的平衡过程。这时, 儿童的认知结构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所达到的平衡是一种新的平

体取得自身与客体之间的动态的平衡, 达到这种平

衡, 表明儿童的认识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衡的具体途径是主体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

[ 7]

。主

就其本质而言, 同化是指主体对客体的作用, 而

体通过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 不断寻求与客体之
间的平衡, 从而实现个体认识的改进、
转换与发展。

顺应是指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因此, 同化主要表现
为主体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 顺应则表现为主体认

根据皮亚杰的解释, 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

知结构性质的实质性改变。在教学活动中, 学生主

如果他现有的知识经验和认识结构能够比较轻易地
同化新知识和新信息时, 在心理上就会感到一种平

体正是通过同化与顺应两种方式, 达到了主体与客
体之间的平衡: 当学生主体能用现有的认知结构去

衡的状态。但是, 当主体现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

同化新信息时, 他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 当学生

构不能同化外部的客体刺激和新的知识经验时, 他

主体现有的认知结构不能同化新信息时, 平衡即被

在心理上就会感到一种失衡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
失衡状态将使主体形成一种内驱力, 驱使他自己调

打破, 要求他调整或改造现有的认知结构, 从而达到
新的平衡。在皮亚杰看来, 儿童的认识就是通过这

整或改造原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 以便能够接

种不断地从平衡

纳新的客体刺激和知识经验, 从而克服和消除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主体克服和消除这种不

进、
转换与发展。据此, 皮亚杰将儿童的认识发展划
分为四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 0- 2 岁) 、前运算阶

平衡状态通常采用两种基本途径:

段( 2- 7 岁) 、
具体运算阶段( 7- 11 岁) 和形式运算

( 1) 同化。同化是指个体将感受到的客体刺激

失衡

平衡的运动而获得改

阶段( 11、
12- 15、16 岁) 。

纳入原有的认知结构或认知图式之中, 从而加强和
丰富主体的动作。也可以说, 同化是主体通过已有

依靠上述 5 种机制, 教学活动能够较为有效地
克服认识与实践、意识与活动之间的脱节, 使学生的

的认知结构获得知识。当儿童只需要对外界信息略

认识发展具有一个可靠的来源和基础; 能够较为有

作调整或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 就可将此纳入

效地弥合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认识能力与实践能

已有的认知结构中时, 儿童就可以同化的方式, 轻松
地回到原有的平衡状态中去。这种方式其实是知识

力、
智力发展与非智力发展之间的断裂, 使学生的认
识发展成为一个建构意义、
生成能力和发展情感的

在儿童大脑中的一个量变过程, 儿童的认知结构并

完整过程; 能够较为有效地协调教学要求与学生发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 2) 顺应。在主体接受新的客体刺激和获取新

展水平、
个体认识需要与自身认识水平之间的冲突,
为学生认识的不断改进与发展提供内源性的支持。

知识的过程中, 新的信息常常会与他原有的知识经

因此, 准确地理解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认识发展的这

验和认知结构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 主体就需

5 种实现机制, 不仅有助于深化教学活动问题的理

要调整或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这种变化了的
情况, 这就是主体对客体的顺应。所谓顺应, 就是指

论研究, 而且还将提高教学活动设计的实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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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Re attendee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 research repor t based o n 150 cases f rom Nanto ng, Jiang su prov ince
YU Rou juan
( Depart ment of S ociology, E as t China N ormal U nivers ity, Sh angh ai 200062, Ch ina)

Abstract: T here are tw o kinds o f support net w ork related t o schooling repet ition fo r colleg e ent rance
ex aminat ion: o ne is suppo rt net w ork for decision m aking o f schooling repet ition; t he ot her is t he support
net w ork of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repetit ion. T he f ormer refers t o sing le problem w it h mult i side sup
port s!: support s are fr om cultural values, social education policy , f am ily and f riends and so on w hen t alk
ing about t he necessit y o f schoo ling r epetit ion; w hile t he lat t er bears a st ruct ure of mult i pr oblem w it h
single suppo rt!: there is a serious t rend o f self support w hen re at t endees f acing physical, psycho logical,
social, and academic pro blems emerg ing in t he repetit ion process.
Key words: educat ion sociolo gy; r e at t endees of Co llege Ent rance Exam inat io n; social support net
w 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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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e College of Educat ional S cience, Sichuan N or mal U n iversit y, Chengdu 610068, Chin a)

Abstract: Ex plo ring rat ionally and deeply t he realizing m echanism o f st udent s cog nit ive developm ent
based on activ it y is an import ant issue in t he f ield of instr uctional act ivit y t heo ry and even t he w hole in
st ruct ional t heory . F undam ent ally speaking , w it h the it s dualit y and by f iv e mechanisms, namely , the
same o rigin and str ucture of cognit io n and act iv it y , t he int er chang ing of t he roles of t eaching and being
taught , t he mut ual t ransfo rmat ion o f inner and out side activ it ies, t he init iat iv e const ruct ion o f individual
st udent and t he social constr uction of t 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 he assimilatio n and confo rmat io n of
st udent s` co gnitive st ruct ure, act ivit y m akes t he realizat ion of t he student s cognit iv e developm ent in the
aspects o f t 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 he const ruct ion and fo rmat io n, and t he improvement and t ransfor
m at ion o f cog nit ion. U nderst anding and applying t he f ive mechanisms corr ect ly w ill help us t o im pro ve the
rationalizat io n of t he practice in instr uct io nal act iv it y desig n.
Key words: cognitiv e development ; instr uctional activit y; realizing m echanism; act ivity m echanism
( 责任编辑 郭 华 李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