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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新时代教育评论要有新作为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刘　尧

摘　要：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教育改革创造教育评论条件、催生教育评论发展的四十

年，也是教育评论营造教育改革环境、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四十年。过去四十年的教育改革实

践证明，教育评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拥有一份时代觉醒和理性批判，更在于她唤醒社会对教育

改革问题的反省。进入新时代，五光十色的教育改革盛宴，教育评论焉能缺席呢？在实现中国

梦的教育新时代，教育改革不仅呼唤加强教育评论理论研究，而且要求教育评论跟上时代发展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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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四十年的教育改革不仅催生了教育评论，而且与教

育评论相伴相随共创辉煌。1985年，以教育评论命

名的《教育评论》杂志在福建创刊[1]，之后教育评

论阵地不断扩大。四十年来，教育评论从孕育、产

生到发展，一直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为

宗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舆论导向，积

极开展教育问题探讨和教育学术争鸣。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伴随教育改革的

教育评论不仅不能缺席，而且要有新作为、大作

为。因此，教育评论绝不应仅为取得可圈可点的教

育评论著述而鼓与呼，更应为教育评论成长为教育

参天大树的“啄木鸟”而祈与祷。因为，伴随教育改

革的教育评论应该继续保持理性批判和时代觉醒，承

担起唤醒社会对教育问题反省与改革的使命。

一、教育改革创造了教育评论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的口

号之后，关于教育属性、教育功能、教育规律等一

系列教育学术争鸣随之展开。应该说，四十年教育

改革中的问题都是教育评论的论题。虽然对教育问

题的评论不曾间断，但由于教育评论缺乏规范的体

系，以致于创造和享用教育的人多处于迷茫状态。

今日，我们定睛凝视教育评论很容易发现，她带着

“功利、随意、空泛、庸俗”等诸多不良气息。可

以说，教育评论还极具随意性、极缺规范性、极富

思潮性、极欠理论性[2]。

时至今日，关于教育评论是什么的理论问题，

还是很少有学者进行探讨，对教育评论的发展规律

也缺少理性认识。不同时代的教育评论者仅仅是站

在当时的个人立场（生活的、哲学的、政治的、学

科的等）上，对当时的教育现象发出个体的评论。

就是说，当代的评论者对当代教育的评论与往代的

评论者对往代教育的评论处在“同一水平”上，对

教育评论的理性认识是少有什么进步的。教育评论

就是一个从过去就被人挂在胸前，一直挂到现在既

古老又现代的“饰物”。

从理论上讲，教育评论发展需要条件：一是

教育活动形式要丰富多彩，为人们选择教育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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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余地。二是教育科学流派纷呈并且各流派均

得到了充分发展，为教育评论研究和教育评论活动

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社会形成了比较宽松的

舆论环境，为教育评论营造了争鸣氛围。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我国教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实现了

多元与多样化，初步建立了学科齐全的教育科学体

系，基本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为教育评论发展创造了条件。

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将进一步促进教育评论的繁

荣昌盛，教育评论必将大显身手，推进教育改革向

更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如果还有哪种教育问题没有

被教育评论触碰的话，那多半是教育评论的无意疏

漏，万万不能认为是教育评论的懒惰。倘若定睛谛

视进入新时代教育，我们会感叹她正以多元与多样

化形态迅速发展，教育评论再也不可自甘缄默，而

应该以时代觉醒和理性批判的担当，深深地介入新

时代教育改革，唤醒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反省，积极

把教育导向人的全面发展。

二、教育改革催生了教育评论时代

教育评论活动的展开和教育评论理论的研究，

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教育改

革实践和教育科学理论发展对教育评论的热切呼

唤！当务之急应该是提倡教育争鸣，大力开展教育

评论。因为教育评论在教育改革中担负着特殊的作

用：一是评介作用，通过客观评论介绍，使教育改

革的优秀成果充分彰显其魅力。二是升华作用，通

过“评理若衡，照辞如镜”，使教育改革问题得以

有效且合理优化。三是推动作用，通过积极肯定和

批评，推动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教育评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拥有大量的教育

评论著述，更根本的在于唤醒社会反省教育问题以

及发现、提出、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3]。换一种说

法就是，社会对教育评论的需求程度与教育评论的

发展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评论能否及时发现、

准确提出、深入研究和合理解答社会关切的教育问

题。特别要强调的是，教育评论必须从教育问题出

发，发现、提出、研究和解答教育问题，应该是一

个贯穿于教育评论始终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世

界观与方法论的大原则。

然而，今天的教育评论还是一个很薄弱的领

域？突出表现是：教育评论意识不强，教育评论阵

地不大，教育评论队伍不专业，还有人情和平庸评

论的存在。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对教育评论作用有

很大误解。教育评论是对教育的鉴别和评说，这一

点似乎是已达成共识。但在现实中，教育评论常常

被误认为是一种宣传工具，这方面在教育图书等评

论上表现尤为明显。比如，教育图书作者会因褒奖

式评论，而获得销售、评奖与声誉等好处，也因此

教育评论存在偏离其宗旨的隐患。

鉴于此，新时代教育评论应该列入我国教育工

作的议事日程，大力开展教育评论活动，积极开展

教育评论理论研究，加快培育教育评论专业人才，

努力建设教育评论家队伍。尤其是，通过开展教育

评论理论研究，不仅可以规范和指导教育评论活

动，还可以科研丰富和发展教育科学体系。回眸改

革开放四十年，令人欣慰的是，教育评论理论研究

已经起步，教育评论研究机构已经建立，教育评论

学也列入了有关大学的课程，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

教育评论活动异彩纷呈。

三、教育评论营造着教育改革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从未排斥过教育评论，新

时代更不能使教育改革成为教育评论的禁区，反而需

要教育评论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也不能兼容那些所谓的教育评论——那些推崇

古旧与西方腐朽教育文化的教育评论，那些落后、腐

朽、装腔作势的教育评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所排斥的，也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教育评论要做到

恰如其分地评判教育价值，关键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及其教育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上下功夫做文章。

远离新时代中国教育实际的引经据典、照搬外

国的教育评论固然需要排斥，还有诸如只褒不贬的评

论或褒之过分的评论，甚至用经营手段炒作的商业性

等违背评论宗旨的现象也要杜绝。四十年来，我国教

育在繁荣昌盛的同时，也有许多需要反省和批评的地

方。因此，教育评论家对教育问题要始终保持清醒的

头脑和理性的认知，在不趋炎附势与随波逐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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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尽可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新时代的教育评论

家，要做教育参天大树的“啄木鸟”而非教育瑕疵的

“美容师”。

新时代多样化的教育评论活动，必然会有进步与

落后的区别。对此，教育评论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辩证地把握教育评论活动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复杂关

系，在坚决遏制落后的教育评论活动的同时，大力开

展进步的教育评论活动。为此，教育评论家要站在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高度，发现

和把握进步的教育评论活动并给予有力的支持，充分

发挥进步的教育评论活动的引领作用，极力遏制落后

的教育评论活动的不良影响。

为此，教育评论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方针，在倡导多元与多样化中弘扬教育主旋

律；坚守教育评论的宗旨，热情推荐优秀的教育文

化，坚决抨击不良的教育现象，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健康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原

则，以正面引导为主，开展必要的批评。因此，教育

评论家要正确认识新时代教育评论的本质，积极开展

教育评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教育评论的功能。

四、教育评论呼唤着教育评论理论

鉴于我国教育评论理论十分匮乏，笔者在1994年
发表文章提出，教育评论仍然很薄弱，应加快发展[4]。

1995年发表“关于教育评论学之我见”[5]“建立教育

评论学学科体系初探”[6]两文，倡导教育评论学研

究。2000年出版了《教育评论学》理论专著之后，相

继出版了《现代教育问题评论》等10余部评论著作。

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先后出版了《中国教育政策评

论》等几十种评论集刊[7]。2003年《北京大学教育评

论》创刊，2018年《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刊）》

创刊，等等。

笔者在《教育评论学》中提出，教育评论学是研

究教育评论现象与规律的教育学科，是与教育理论、

教育史论并列的一门综合的、新兴的、研究意识形态

的教育基础理论学科。教育评论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

究教育评论活动的历史、教育评论活动的现状，以及

教育评论现象的本质联系；或者说她是研究教育评论

工作的性质、内容、方法、原则、任务和功能的教育

学科。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她涉及整个教

育评论领域的各个方面，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

教育评论学的学科性质和范畴。新时代要建立教育评

论学的学科体系，需要破解两大难题——建立教育评

论学范畴体系和教育评论学概念体系，并给予科学的

理论阐述和揭示，使教育评论学范畴和概念形成一个

有机整体。与此同时，还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运用教

育评论学范畴和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

教育评论活动最一般、最普通的科学原理，揭示教育

评论活动及其生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唯物辩证法是建立教育评论学的基本方法。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对于教育评论学研究

有重要指导意义，应该是教育评论家进行教育评论学

研究的一般方法[8]。矛盾分析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

本方法，也是进行教育评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教育

评论家要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教育评论活动的各种矛

盾尤其是基本矛盾，分析矛盾各方的特点及其相互作

用与联系，分析矛盾运动与发展，揭示教育评论本质

和规律，进而建立健全教育评论学理论体系。

五、教育评论紧跟着社会发展步伐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正在丰富着教育评论形态，

网络论坛、博客、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朋友圈

等微教育评论，以其灵活、快捷、互动等特点和方

式，用简要的文字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互动交流，迅

速成为新的教育评论形态，显示出独特优势。受惠

于新媒体发展，新的教育评论形态在迅速地改变着

教育评论的传播方式。然而，由于新的教育评论形

态受体制机制的约束较小，容易滋长不良风气并迅

速形成聚合效应，可能造成教育评论秩序混乱甚至

走向庸俗化而误导社会[9]。

教育评论的发展方向与价值抉择、路径依赖与

风格导向，在多元价值碰撞的新媒体时代正遇到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尽管教育评论需要倾听百家

争鸣的声音，需要营造百花齐放的环境，形成多种

评论形态激发评论活力，但是绝对不能被新媒体工

具异化，应该更多地在内容上下功夫，把正确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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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输入新媒体空间，避免“人为物役”，沦为

新媒体的奴隶。为此，教育评论要引导受众科学认

识与享用教育，就必须以受众乐见的评论形态更好

地实现评论的鉴别功能。

教育评论重在促进教育发展，而对教育的批

评正是教育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教育

评论应该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客观性、超越性。

针对性就是重点评论广大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教育

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创新性就是要善于发现新

的教育问题，勇于以新的思路展开教育评论进而合

理解释与解决教育问题；客观性就是要避免形而上

学与片面性，把教育评论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

上；超越性就是要有远见卓识、有科学预言，要充

分发挥教育评论导向功能。

教育评论对社会与对教育的影响力可以是很大

的，教育评论的形态也可以多种多样。今天依然稚

嫩的教育评论，明天终将走向成熟。成熟的教育评

论是评判教育价值、辨析教育是非、探索教育规律

的教育科学活动，是联系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

各方面的纽带，是推动教育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力

量。在新时代，教育评论家要深入研究教育本质、

规律、功能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要比大众看得

深、认得准、道得明……更好地担当起教育参天大

树“啄木鸟”使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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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New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al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up

Liu Yao

Abstract: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witnessed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ducational 

criticism.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has proved that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criticism lies in her 

awakening of the times and rational criticism, and in her awakening of the society’s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educational reform. How 

can educational criticism be absent from the educational reform feast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of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educational reform calls not only for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criticism, but also for educational 

criticism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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