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5206223

作者简介 :敬少丽 (1963—) ,女 ,湖南桃源人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06年 1月

第 33卷第 1期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 , 2006

Vol. 33　No. 1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教育评价理论研究
———女性主义对知识论的批判及其方法论启示

敬 少 丽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 上海 200062)

　　摘 　要 : 知识论作为一门哲学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学说之一 ,它不仅研究知识的种种形式与知识的性质、

范围 ,而且它更能调整和完善人的思维活动和一定的社会行为。在当代 ,知识论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而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对知识论的批判 ,她们认为传统知识论无论在性质、内容、以

及范围上 ,还是在知识生成的方法与建构上都充满了男性的思想和意识 ,并无视女性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 ,或歧

视女性。因此 ,女性主义作为或思想 ,或观念 ,或方法 ,通过对知识论中性别偏见和传统知识中的二元论、基础主

义以及理性的批判 ,给当代教育评价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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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论 ( Ep istemology)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哲学

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天 ,诸多的知识论问题依然被

不断地探讨和研究着 ,特别是有关知识论的基本问

题 ,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其研究已渗透到各

学科、各领域之中。国内外不同的学者 ,以不同的观

点和视角对知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和研究 ,但是有关知识论的解释 ,不同的哲学流派有

着不同的观点。康德在其论著《纯粹理性批判 》中

认为 ,知识论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的

有效性 ,也就是从研究认识的起源 ———感性和理性

开始 ,到研究认识的有效性 ———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和客观有效性等 ,并以此来断定认识的范围 ———是

否是在可见的现象、经验的范围之内。 [ 1 ] ( P74)也

有学者认为 ,知识论是关于知识与知识确证性质的

研究 ,也是关于知识及其确证特征实质条件以及它

们之间界限的研究。 [ 2 ] ( P233)无论学者们从何角

度去解释知识论 ,他们都是围绕着共同的主题 ———

知识的本质、范围、结构以及标准等问题来进行探

讨 ,所以 ,知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知识性质、知识范

围、知识结构以及知识标准等问题的研究。

自 18世纪起 ,女性开始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自

身价值有了重新的认同 ,并激活了女性内心已经埋

藏许久的做人的意识。历史进入到 20世纪 60—70

年代 ,欧美一些国家又一次掀起了女性主义思想的

狂潮 ,所要解决的基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在各个领域

中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异 ,并对女性开放。所以 ,女性

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通过解构的方法 ,从传统的知

识中发现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 ”的成分 ,以使女性

从社会的知识的边缘进入知识的中心。女性主义作

为当代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之一 ,尽管

它源于妇女解放运动 ,但它在二十世纪末的社会发

展中形成了一种独特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原则 ,给

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革命。女性

主义也从质疑知识的基础为出发点 ,对知识的实质

问题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本文拟从女性主义的视

角 ,依据她们对知识论的反思与批判 ,来审视我国教

育评价理论研究和发展中的问题 ,以期更好地促进

我国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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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主义对知识论的批判

(一 )女性主义对知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和理性

主义的批判。传统的知识论主张所有的知识都必须

要有合理的基础 ,而且所有的知识必须是能够坚定

地基于某一组预设的前提或条件之上。而基础主义

( Foundationalism ) ,特别是指笛卡儿在清楚明白的

理性观念上构造了知识体系的纲领 [ 3 ] ( P392) ,这种

认知辨明的理论认为 ,知识可以展现为具有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结构。由于感觉是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唯

一联系 ,因此 ,直接产生于感性知觉的某些基本信息

就有了一种优先的认知地位。它们是自明的 ,无须

经受进一步的辨明 ,而其他的非基础信念则必须最

终借助于它们才能得到证明。这些基本的知觉信念

提供了辨明的最终基础。[ 3 ] (392)

但是 ,女性主义者并不承认这样的知识 ,她们中

的许多人并不相信真理可以由自明的命题或基本的

观察语句推导出来。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 ,近代的

自然知识论中仍然保留有笛卡儿的阴影 ,在阐述知

识或真理问题方面 ,过于强调合乎“理性 ”的证明及

方法 ,而所要求的“理性 ”,又过分地排除了许多足

以称作知识或真理的命题。有学者认为 ,在笛卡儿

的“基础 ”模型中存在着某种类似精神分裂的倾向 :

一方面想抬高认知主体的地位 ,使主体脱离权威和

教条的束缚 ; [ 4 ] ( P145—170)另一方面 ,这个有着欲

望、真诚、各种计划以及具体历史背景的认知主体 ,

到最后却被化约成为一个“方法 ”。所以从笛卡儿

式的眼光看到的并非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在创造它周

遭的一切知识 ,而是一个知识论上的主体、一具心灵

的机器 ,在进行着认知的工作。女性主义也反对渗

透男性中心观点的知识是由于运用理性或理智官能

所带来的 ,她们认为被忽略的女性的感觉知觉经验

有可能达到确定性 ,故她们反对笛卡儿式的理性方

法是通往真理之路的看法。

(二 ) 女性主义对知识论中的客观性的批判。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客观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

是指某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的本来面

目 ,这一反映不受人们的主体性、主观愿望以及各种

欲求所影响 ;另一方面是指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

(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 ) ,认知者必须凭借这样的途

径 ———自己的理智 ,才能获得真实或真正的知识 ,并

且在这一获得真实知识的过程中 ,认知者的感觉知

觉和情感丝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同时必须要摆脱

情感的干扰才能完成知识的建构 ,并获得真正的知

识。

女性主义知识论者普遍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在主

流知识论中是一种“男性的偏见 ”(male bias) ,知识

的客观性概念也是从男性的旨趣和处境中产生的。

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桑德拉 ·哈丁 ( Sandra

Harding)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人们所有的认

知活动都是包含了认知者个人的观点 ,是一定社会

历史的、文化的发展“处境 ”中所形成的认知。另

外 ,哈丁还主张女性的认知特权 ,她认为只有包含了

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客观

的知识。她说 :“立场理论能够提供我们更强的、更

合适的、最大的客观性标准 ,使得我们有能力区分出

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要的世界与实际的世界之间有什

么不同。”[ 5 ] ( P67)所以 ,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

女性群体 ,她们所处的政治地位给予了她们一个特

别优越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可以达到真正的

科学的目的。同样 ,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凯勒 ( Evelyn

Fox Keller)认为 ,笛卡儿之所以排斥情感和联系可

以作为知识的基础 ,是因为他认为情感和关系是属

于偏见的和主观性的。而净化和超然之所以可以作

为知识的基础 ,是因为它们避免了偏见和主观性。

因此 ,凯勒认为传统知识论忽视了认知者主体的存

在 ,忽视了认知者主体对认识过程的参与和影响 ,从

而把个体的观点视为客观的、绝对的。而由于没有

意识到认知者自我的作用 ,导致了主观与客观 ,真实

与表象之间的概念上的混淆。因此 ,凯勒认为关键

的问题不在于认为我们有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

知识 ,而在于认为我们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客观知识。

同时她又强调只要对知识构成的要素作某种修正 ,

旧有意义上的客观性仍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们的

思想无时无刻不受到自我的影响 ,自我的介入影响

到我们的感觉、语言、观点、价值等诸多方面。 [ 6 ]

( P138)

(三 )女性主义对知识的价值中立的批判。虽

然许多的哲学家认为 ,科学的知识如果受到来自不

同观点的影响 ,可能会产生差别 ,但是女性主义立场

知识论者并不相信我们人类可以去除掉所有的偏见

而更接近“真理 ”。相反地 ,她们认为这种带有一定

特殊观点的知识 ,比传统上经由客观验证方法而产

生出来的知识要更加正确。女性主义的知识论皆舍

弃对于普遍性、传统的客观性、真理的存在、确定性、

以及各种全称的用法 ,诸如所有的、全部都是、没有

任何一个 ,等等。她们不同意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

知识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建构 [ 7 ] ,女性主义认

为 ,知识不会因为加入了认知者主体个人的目的和

兴趣而遭到破坏 ,受到压迫的人应该享有某些特权。

—511—



因此女性应该享有特权去了解有关性别的议题 ,同

样 ,穷人也应更加了解关于贫穷的问题 ,黑人和其他

有色人种应更加清楚种族问题 ,而或许学生们也应

该拥有了解学校教育的特权。因此 ,女性主义者认

为知识论存在着知性上的不足 ,且具有较强破坏性

的政治效应 ,甚至她们认为知识论中的语言都是被

利用来维持男性的特权 ,而以科学为楷模的主流认

知活动虽然打着中立的旗号 ,但事实上却反映了一

系列西方白种男性的观点、旨趣、非认知的价值和政

治目的。因此 ,主流认知活动所重视的科学并不是

每个人的科学 ,而只是西方精英白种男性的科学。

所以 ,不管是理性论还是经验论 ,女性主义者都放弃

了传统的知识论。

二、女性主义对教育评价

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教育评价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 ,因

此 ,教育评价就必须依据评价者的立场、价值倾向、

思维范式等 ,对教育现象的各种价值作出判断。采

用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手段 ,对教育活动

或教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 ,为优化教育决策提供依

据。正如美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主义教育家诺丁斯

(Noddings N. )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教育工作应该

使我们获益更多 ,而不仅仅限于在学术上取得的成

就。”[ 8 ]所以 ,女性主义者从揭露传统知识论对女性

的歧视 ,摒弃知识中渗透着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

不平等 ,到扭转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观念和认知

实践 ,都对当前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有

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 ) 启示一 :教育目标的评价应该基于对学生

更多的人文关怀。传统的知识论以普遍的、价值中

立的、客观性的知识获得为首要目标 ,主张人们应该

消除主观性、情境性以及个人的价值观念 ,以形成理

性主义、基础主义和客观性的认知模式 ,这样才能获

得普遍的客观性知识 ,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 ,以达到

追求真理的目的。传统知识论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

度上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所以 ,在传统教育

中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学校不仅传递着渗透了“男

性中心 ”的知识结构 ,而且这种知识结构本身也被

当作了一种目的。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学生对

书本知识或教材内容的占有 ,过分地强调“理性 ”、

“客观化 ”知识的掌握 ,而人的个性、情感、体验却被

忽视了。教育长期地被认为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 ,使之达到教育者

所期望的目的的活动 ,这种单一的主体 —客体分离

的观念 ,使得一方占据课堂上以及知识上的统治和

支配地位 ,而另一方却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的想象

空间 ,教师成为课堂的控制者 ,学生成为教师权威的

服从者。因而 ,教师中心成为我国目前教育的主导

倾向。

女性主义者认为 ,教育之所以传递着那些不利

于女性发展的“男性化 ”、“男性中心 ”的知识和知识

结构 ,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对知识的产生的观念不

同。传统的知识论认为 ,知识是由男性创造的 ,只有

男性的历史、经验才是真正的客观的知识 ,而女性的

历史、经验是主观的、情绪化的 ,所以理性优于情感 ;

另一个原因就是女性主义者认为知识的产生与创造

是带有一定的情境性的。认知者总是依据一定社会

的、历史的、价值的观念 ,在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的框

架中认识世界 ,形成对世界的知识 ,认知者以及认知

过程都是处于一定的情境之中 ,而认知者是认知过

程和认知结果的组成部分。所以 ,女性主义认为 ,认

识世界的过程以及形成知识的过程 ,都与人的情感、

态度、兴趣、个性、价值、世界观等密切相关。反映在

教育上就是知识的传递要联系学生的个性、情感、兴

趣、态度等。与此相联系 ,教育评价的理念和价值不

应再把知识看成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也不应再视学

校的教育教学是一个学生占有知识的过程。教育的

重要作用就在于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与知识相遇

的情境 ,在这一情境中教师耐心帮助学生以知识作

为探究的起点去认识世界 ,掌握真理。关注学生的

处境、个性、情感、态度、性格等的教育评价 ,使得学

生真正从教师的权威和知识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让

学生能够主动地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已有的知识

经验 ,与知识进行对话 ,发展学生对知识的鉴赏力、

判断力和批判力 ,从而去探寻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

值。所以 ,教育评价要重点体现在对教师权威和知

识权威的消解和对学生的全面关怀上 ,关注每一个

学生的健康发展 ,从而在对知识的掌握、理解和创造

中寻求人的“自由精神 ”。

(二 ) 启示二 :教育评价标准的确定不可忽视隐

性课程的意义和重要性。1968年 ,美国著名的教育

社会学家杰克逊在其著作《课堂生活 》中明确提出

“隐性课程 ”,在随后的 30多年里 ,隐性课程逐渐发

展成为世界教育领域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方面人

们认识到了隐性课程在教育中所起的重要的影响作

用 ,另一方面 ,由于人们对隐性课程的概念尚未明

确 ,所以也给隐性课程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其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转换 ,给隐性课程的研究带来

新的进展。阿普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隐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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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认为它主要是指学校里传授的、教师的目的或目

标陈述中并不经常谈到的 ,暗含的但有效的规范和

价值观等等。 [ 9 ] ( P97)所以 ,因隐性课程所具有的

多样性、潜在性等特点 ,以及隐性课程涉及到了一定

社会的规范、价值、行为准则 ,学生的信念、态度和性

格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比显性课程在学生的社

会化发展方面有着更大的影响作用。

女性主义者认为 ,学校中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

容大都是围绕符合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而设置的 ,

整个课程的模式主要是由男性创造和规定的 ,从其

研究领域、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来看 , 注重男性

所关注的问题领域 ,而忽视或排斥了女性所拥有的

经验和感受 ,因而课程中几乎看不见有关女性世界

的东西 ,课程内容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之间结成了

某种内在的联盟 ,它直接体现了父权制社会的思想、

意识和观念。关注中小学生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者

研究发现 ,中小学中使用的学科教材、课程大纲、课

程选择和学生的学业成绩都体现的是一幅男性统治

的世界画卷 ,并渗透了男性中心的价值。澳大利亚

的一些学者曾经研究了历史学教学用书和课程大

纲 ,发现历史学科中的内容只显示出男人在政治、文

化、外交、经济中的活动 ,并且认为只有男人才是历

史形成的积极参与者。 [ 10 ]因此 ,在学校课程体系

中有关具体学科的选择上所存在的性别上的差异 ,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女生的学习成绩有不良的影

响 ,而且也会抑制女生在学习上的期望。不仅如此 ,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 ,任何历史文明过程都积累

了大量的文化知识、观点和价值 ,但是学校却只选择

了其中代表了主流文化的一小部分 ,而主流文化是

男性文化 ,因此 ,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只是选择社会主

流文化的一部分 ,即学校里选择的是以男性文化为

中心的知识、观点和价值 ,所传授的知识也都具有男

性化的特点。

考察我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及其思想发展状况 ,

也不难发现学校课程中的男性化 ,以及忽视、歧视、

边缘化女性作用的状况。依据女性主义的教育理论

观点 ,我们应该重新整理我们的教育课程建设思路。

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 ,在现有的课程内容基础上 ,将

女性的经验和女性的生活作为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 ,并将性别问题加入到现存的课程类型之中。

目前 ,国内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增设了女性学课程 ,教

授女性学知识 ,学习国内外女性主义的各种观念思

潮 ,等等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的性别意识和实践活

动。同时 ,重视并认清渗透在各学科课程中的性别

意识、性别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态度的隐性课程 ,

有利于促使师生在教学环境中意识到科学的性别知

识并尊重性别差异 ,所以 ,课程的设计者在开发课程

内容时要尽可能减少隐性课程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

用 ,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理念 ,为教学创设一种宽

松、自由、真实、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环境和教学情境 ,

发挥隐性课程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并将其作为重

要课程资源。

(三 ) 启示三 :教育评价的模式应从单一性、格

式化走向多元化、人性化。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一套

合理的健康的教育评价体系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能否

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的教育模式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一直受到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 ,国

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过多地控制和制约了教育的发

展 ,因而相应地教育评价体系也就成为制约和规范

教育管理对象的必要手段。在我国 ,所有的教育评

价机构都隶属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所有的教育评

价标准、教育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均由国家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进行操作和控制 ,由于把“男性化 ”和

“男性中心 ”的知识看成是唯一的目的 ,因此造成了

我国教育评价模式的单一化和格式化。这种传统的

单一化和格式化的教育评价模式从其单一的评价内

容、单一的评价目的导向、单一的评价指标和格式化

的测量手段等方面 ,使得学生、教师、教育评价本身

的主体性缺失 ,严重阻碍了学生的个性、情感、态度

和兴趣的健康发展 ,而传统的评价理念往往渗透了

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忽视 ,也同样地影响了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发展 ,更加阻碍了我

国教育评价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女性主义对知识论的批判是基于她们从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的 ,因此也就形成了经验主

义的女性主义 ( Fem inist Emp iricism ) ,女性主义的立

场理论 ( Fem inist Standpoint Ep istemology) ,后现代主

义的女性主义 ( Fem inist Postmodernism ) [ 11 ]。特别

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 ,她们运用后现代主义的

观点 ,认为知识的基础尽管来自于共同的历史、传

统、文化 ,但没有任何一个固定的基础。她们认为知

识是多元的、异质的 ,获得知识的途径也是多元的。

因而 ,她们否定对个人的认同持有统一的、固定不变

的观点 ,认为人们可以选择从其自身文化、社会性

别、种族等之外的经常变动的观点去思考 ,来认同。

但是上述三种女性主义知识论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议

题 ,就是探讨社会性别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知识论 ,

以何种方式影响认识主体、主体认同与认识实践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 ,从事研究工作的女性有责任通过

对知识论的反思与辩护 ,力争对知识概念、知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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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的实践方式进行改革 ,从而使这些概念和实

践服务于女性及边缘团体的利益 ,同时用女性特有

的经验和认识能力去证明并争取自身作为研究者的

合法地位 ,从而改变知识界中的性别歧视。

因此 ,在女性主义对知识论反思和批判的观照

下 ,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学习者对知识的真正理

解只能是由学习者自身依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和认知

取向而建构起来的。女性主义强调对现象的多元化

的理解 ,放弃对同一性的追求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

个人经验、不同的认识立场 ,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是多

样化的。多元化的知识观消解了科学知识的权威

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教育评价的

模式和指标也应该向着多元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

展。所以 ,教育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 ,还

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和情感的健康。对教师的评价不

仅要注重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能力 ,更要重视教师

是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以及课堂和教

学中 ,他们 /她们是如何促使学生的主体精神和主体

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教育评价的内容要丰

富 ,指标要多元 ,而不能仅局限于教师的知识传授量

和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这一单一模式。教育评价不

仅关心学生的真理掌握问题 ,还应该关心学生的幸

福、正直和美。

总之 ,女性主义对知识论的反思与批判为我们

重新认识知识的性质、生成、结构以及知识背后的话

语权利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教育评价的

过程也需要一种反思批判精神 ,坚持多元化和人文

化的视野和方法 ,强调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之间的平

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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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Ep istemology, as a discip line of research into philosophical theory, not only studies all kinds of

form s of knowledge, their nature and scope, but also regulates and imp roves man’s thinking and behaviors. Nowa2
days, it has almost permeated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lthough fem inism has contributed to rethinking

and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ep istemolog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raditional ep istemology is filled with man - cen2
tered thought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nature, content and method while women’s roles are ignored. This paper dis2
cusses how fem inism fights against the issue of sex p rejudice through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dualism, founda2
tionalism and rationalism in ep istemology and aim 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edu2
ca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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