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继续教育和培训行业亟待规范，继
续教育机构的建设标准问题已成为规范发展的第
一要务。一些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研究机构和专
家学者正在为此进行努力探索。在此过程中，了解
和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无疑会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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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elf-assessment mode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hich is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ntinu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 IACEE) combines the most advanced concept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US and Europe，reflects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author introuduces the backgrounds，the framwork and the criteria of the model，sum-
marizes the model’s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se analysis，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self-assessment will be a feasible option for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ntinuing educaiton in curr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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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情境学习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开发利用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文章基于情境学习理

论的视角，阐述情境性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成人女性学习的特点，进而提出适合于成年女性学习的有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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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学习理论作为一支建构主义倾向的新兴
学习理论，是一种既能提供有意义学习，又能促进

知识向真实生活情境转化的重要学习理论，它主张
弥补正规学校教育与真实情境生活之间的差距。
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意
义建构的心理过程，而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实践性
的、以差异资源为中介的参与过程。知识的意义连
同学习者自身的意识与角色都是在学习者和学习
情境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生
成的。因此，学习情境的创设就致力于将学习者的
身份和角色意识、完整的生活经验、以及认知性任

—8—



务重新回归到真实的、融合的状态，由此力图解决
传统学校学习的去自我、去情境的顽疾。它主要强
调知识的意义应在真实的活动中建构，学习活动应
与文化相结合。只有让学习者在真实的活动中运
用所学知识，并允许其在学习背景中进行摸索，才
能真正让学习者形成多种属于自己的解决问题的
策略。简单说来，情境学习是指在要学习的知识、
技能的应用情境中进行学习的方式。情境学习理
论是有着相当旺盛生命力的理论，因为情境学习理
论当中至少融合了以往三种理论的有用成分: 建构
主义、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的意义学习理
论。情境学习理论虽然是新生理论，但在当代学习
论领域却催生了一场新的革命。事实上，情境学习
理论对于成人女性学习而言，更具有理论解释价值
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情境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强调学习和知识情境的极端重要性
人类知识的形成及行动都受到所处社会文化

及情境影响。知识普遍存在于学习者日常生活的
各个角落，因此无法将其与真实情境脱离出来。学
习时人们是与整个环境互动，如果认为学习可以独
立于情境之外，很容易就会产生惰性知识。梅里安
( 1999) 则 认 为“成 人 的 学 习 不 是 在 真 空 中 进 行
的”。［1］ 同样建构主义者提出，知识是生存在具体
的、情境性、可感知的活动之中，它不是一套独立情
境的知识符号，不可能脱离活动情境而抽象地存
在。它只有通过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活动才能被人
所理解。知识的学习应该与情境化的社会实践活
动结合起来。［2］ 与学习一样，知识也根植于情境。
知识不是心理内部的表征，而是个体与情境发生联
系，并依其变化而变化的产物。换言之，知识具有
个体与情境联系的属性，它产生于真实情境中，并
用于知识的活动之中。毫无疑问，知识同时也是情
境的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
代，知识更是充满着“动”的特性。因此知识源于情
境，变化于情境。

除此外，知识就其特质而论，并非仅仅是抽象、
静态的东西，而更是一种基于社会情境，鲜活而充
满动感且在动态中建构的事实。知识的情境性总
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抽象概念和规则的学习根
本无法适应具体情境的变化。

2． 重视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和经验学习
在情境学习理论看来，学习者是实践共同体的

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旁观者。在共同体内，这
种主动性受到充分尊重，也正因如此，每位参与者
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方能保持足够的张力，从而有
助于所有学习者实现其对知识意义的建构。严格
来说，成人学习者往往更能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学
习，并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必须在学习情境中，
透过主动探索与经验，以便有效学习知识。知识和
工具一样，只有通过对知识的使用，才能充分了解
它们。也就是学习者可能有足够的能力拥有抽象

的规则，但一旦遇到真实情况却束手无策。学习在
本质上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心里表征的过程。学习
者不是被动地信息吸收者，而是主动地用已有知识
经验对新知识、新信息进行意义建构，并对原有经
验进行改造和重组，以使自己能够在真实情境中学
会解决问题。

3． 重视团体合作
建立“实践共同体”是情境学习理论提出的一

种有效的学习策略。“实践共同体的成员有着共同
的意愿，追求共同的事业……他们能在目标明确、
意义清晰的条件下，通过协商来确定其需要进行的
共同学习或共同实践。”实践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
都有各自的 兴 趣 和 特 长，成 员 之 间 通 过 团 体“协
商”、群体“对话”等互动，使彼此之间的兴趣和特长
得到交流和分享，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智慧，进而确
定一种普遍认同的“外个体”模式，共同达成对知识
的深刻理解与掌握，促进每位成员都得到发展。在
“实践共同体”中，随时间的推移与学习者经验的增
加，学习者能够合理分享和利用共同体所积累的相
关资源，而分享与利用的程度随学习者之间或者个
体与情境之间互动的水平而异。

因此，实践共同体并不是简单地把为完成同一
任务的许多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的松散型团队，而是
一个没有社会限制、自发形式的、且与社会是紧密
联系的非正式组织。［3］其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学习
愿望、乐于分享经验和相互理解、追求共同的事业、
能够在目标清晰的基础上，通过共同体参与到社会
文化实践中去，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实践共
同体中的成员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理解、相互促
进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成员个体的
知识建构有重要的意义。

4．“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学习适应过程
Lave 和 Wenger 在《情境学习: 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中把情境化学习的过程称为“合法的边缘性参
与”。“合法的”强调的是学习者必须是共同体中主
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观察者。“边缘性参与”
是用于区分新手和老手的状态事实。学习者是新
手，他们不可能完全地参与到所有的共同体活动
中，而是通过对老手的观察学习完成的。“合法的
边缘性参与”这一术语描述了一个新手成长为某一
实践共同体的核心成员的历程。学习者要想从新
手成长为某一实践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就必须参与
到共同体真实的活动中去，并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都要细心观察专家的示范，在专家的指导下努力进
行实践。［4］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求教育者从
权威的知识传递者转变成为学习者的促进者、组织
者和引导者，更要求充分关注和尊重学习者的主动
性。每个学习者都要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学习，并与
其他成员保持积极的互动，这对学习者“主动性地”
建构知识和意义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成人女性有效学习应采取的策略

社会建构的传统性别角色差异在教育上直接
影响到了女性的平等教育，造成了女性教育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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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又曲解了“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无视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又造成了对
女性教育研究的空白。对于成年女性学习者来说，
情境学习理论可以为她们提供一些有效学习的策
略，促进学习科学有序地进行。

1． 基于问题的学习策略
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是

当前较为常见的情境学习理论的应用形式。它同
探究式学习比较相似，强调用于培养学习者解决问
题的能力，但更侧重于给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现实
问题，并要求学习者以合作探究的方式来共同寻找
解决方案。成人学习的动机正是要解决现实中存
在的问题，成人的学习动机必定与其在社会中所扮
演的角色及要求相一致，而其学习需求又必定与其
工作、生活等现实要求相关联。情境性学习理论强
调学习和知识情境的极端重要性，就是说知识学习
无法从真实情境( 即现实问题) 中脱离出来。情境
性学习可以充分利用成人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现
实情境性知识经验。

成年女性生活在富有女性文化的生活、工作和
学习的现实情境中，她们的学习无时无刻不是在具
体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在具体情境中遇到要解
决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成人女性学习的动机。
基于问题的学习可以充分利用成人女性在工作和
生活中现实情境性知识经验，将学习置于知识产生
的特定的具体情境中，要求学习者参与真正的文化
实践，并且在变化的具体的情境中获得知识以解决
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对此，林得曼指出: 成人教
育的方法是通过情境学习而不是通过学科学习。［5］

因此，成人女性的知识大多可以通过解决真实情境
中存在的问题而获得，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为目
的，推动学习者积极思考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基于问题的学习对情境的要求正符合了成人
女性学习的情境认知特点，充分利用成人女性在真
实情境与生活交往中学习的优势，发挥成人女性学
习的潜能，逐步提高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2． 合作学习的策略
合作学习认为，学习是一种人际交往，是一种

信息互动。通过合作学习，可以培养学习者的表
达、沟通与交流能力，并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形
成良好的合作精神。

成人女性具有开展小组式合作学习的优势。
利他主义道德倾向是女性的一种美德，成人女性的
关系型倾向、联结型认知和情感化的学习风格，都
使她们能够轻松自如地与他人形成相互理解和相

互促进的友好关系，且易包容新的观点。情境学习
理论“实践共同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就
是相互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影响的人际关系。只
有在乐于分享经验和相互理解的学习实践共同体
中，成员之间才可以通过“共同体”进行“协商”“对
话”“分享”和“交流”，逐渐形成一种集体力量和智
慧，并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对知识达成深刻的
理解和掌握，以促进每个成员的发展。因此，“实践
共同体”式的小组合作学习在成人女性学习者中容
易构建且发挥有效作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通过学习中积极的合作和讨论，成人女性学习者可
以弥补单独学习的不足，相得益彰。

3． 主动性参与学习的策略
社会建构的传统性别角色差异所造成的性别

刻板现象给成人女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女性的学
习能力受到怀疑，抑或认为她们的学习能力比起生
育能力及情感能力是次要的，这种传统的女性观极
大地限制了成人女性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认识和参
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情境学习理论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习过
程能够充分尊重和调动成人女性学习的主动性。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学习过程既挑战了教育者
的“权威”，同时又强调要给予学习者的主动性以充
分的尊重。在共同体内，教育者只是学习者的促进
者和引导者，因而要求每位学习成员要以积极主动
的姿态参与学习，并于其他成员保持足够的互动来
帮助自己实现对知识意义的建构。鉴于“主动性”
在成人建构知识和意义中的巨大作用，任何为成人
女性学习而准备的项目，都应当尊重她们的主动
性，而体现这一点的最佳行动，莫过于在成人女性
学习项目设计的各个环节，切切实实地关注成人女
性学习者的实际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成人女性应
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同时这种主动性又可以增强
成人女性的自信。成人女性只有保持足够的自信
和主动性，她们才能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
习中去。

【参考文献】
［1］［4］［美］雪伦·B·梅里安著，黄健译． 成人学习理论的

新进展［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8，12．
［2］刘儒德，陈琦． 当代教育心理学［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 186．
［3］高志敏． 情境学习理论视野中的成人学习［J］． 开放教育

研究，2007，( 3) : 12．
［5］孙玫璐． 西方成人女性学习研究述评［J］． 全球教育展

望，2006，( 12) : 68．

Adult Women Effe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Based on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ZHAO Yan-bin1，GONG Hong-li2

( 1． Adult Education College，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
2．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social forms，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attern by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this paper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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