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访谈

编者按 ：潘懋元教授，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现已 93 岁高龄，仍然活跃在教育研究的第一线，笔耕
不辍，著作等身。他曾经与他的团队一起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若干个“第一”
，如主编第一本《高等学
校教育学讲义》，创建第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博士点，主编第一部高等
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英国赫尔大学在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时，这样评价他 ：
“他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
的创始人，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体制的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努力、他的成绩与智慧。
”①“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就是潘懋元教授在教育理论
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一学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刚提出时，就引发了当时教育学界的巨大反
响。30 多年过去，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它不断地被作为实践的理论依据，也不断接受着实践的
检验，焕发出持久的生命活力。本刊特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王洪才教授，就“教育内外部
关系规律”的相关问题专访了潘懋元教授。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 ：中国教育学
发展的一面镜子
——潘懋元教授专访
王洪才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初，潘懋元教授正式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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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 ：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国教育学

想一下，这个学说提出后，在学界都产生过什么
样的影响？

界的持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这一历史的进程

先生 ：你知道，我提出“两条规律”的时候是

中，中国的教育学人，尤其是老一辈的教育学者

在 30 多年前，当时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

们，以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卓然的智慧，热切关注、

久，教育界也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教育该如何

努力探究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过程中一个个重

更好地发展的问题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事情。我

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他们在探究这些

国教育学界很多专家和一批大学校长也在探讨

并非纯学术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着学术与社会实

究竟怎么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更加平稳健康

际的互动。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没有对中

地发展，当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使教育获得

国国情的透彻领会，就不可能使学术与生活、使

健康稳定的发展就需要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因

教育学与教育实践，保持这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为我们这一辈人一直都对“文革”造成的影响记

保持这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考量着中国学人的智

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违反了教育规

慧，特别是中国教育学人的智慧，因为中国教育

律，造成了对教育的破坏。这样导致我们国家的

学人担负着对教育规律阐述的重任。如果不能对

教育长期停滞不前，可以说整整耽误了一代人，

教育规律作出符合实际状况的阐释，就难以在中

给我们国家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可以说是

国教育学界获得共识，更难以形成教育学界与社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的

会互动的基础。在这一探究的征程中，厦门大学

重演，大家都认为要办好教育就要尊重教育的基

潘懋元教授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率先表达了自己

本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我们的教

对教育规律的理解，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

育发展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很早就写文章探讨

律”的学说，并引起人们对教育规律的广泛讨论，

教育规律②，但对教育规律究竟该怎么表述一直

这一学说在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解释中国教育

处于一个不断探讨的过程中。直到 1980 年，我在

问题的分析框架的同时，更多的是为教育界的实

湖南大学举办的一期部校院长学习班上正式提出

践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制定发展战略上提供了理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之后又在多次报告中谈

论依据。将近 35 年过去了，随着中国教育的新发

到这两条规律，后来被整理为“教育基本规律及

展，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也显现出恒提恒

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而广为流传，1983 年才

新的生命活力，至今仍然不断被教育界的理论研

由华中师大整理出版成为《高等教育学讲话》一

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所引用，同时也时时引发学者

部分内容。③我当时一直在想，大家都说要尊重教

同仁的热议。

育规律，但教育规律究竟是啥？因为我们大家都

应《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之约，笔者
（以下简称“王”
）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就“教

学过心理学，大家都知道，办教育不尊重青少年
心理发展规律不行，不尊重一般的认识规律不行，

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以下简称“两条规律”
）

当然学校教育还有特殊的认识规律，但这些规律

。
问题，专访了潘懋元教授（以下简称“先生”① ）

究竟叫啥，怎么在教育活动中应用？这些都是需

先生面对笔者，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以下是笔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而且当时我在想，我们只让

者对专访记录的整理。

人家尊重教育规律恐怕还不行，如果办教育不尊

王 ：先生，您好，我今天是应《苏州大学学报

重社会发展规律能行吗？我在经过反复思考后

（教育科学版）
》之约，想对您做一次专访，我这

认为，教育发展确实存在着两种规律 ：前一种规

次访谈的主题就是您的“两条规律”学说。我之所

律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规律，也可以叫教育的内部

以要采访这个话题，是因为“两条规律”学说在中
国教育界影响太大了，不仅在教育学界影响非常
深远，而且对解释和指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也
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它至
今还在激发人们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层次思考。
所以，先生，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您是在什
么情况下提出“两条规律”学说的？您能不能回

①注 ：先生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师生对潘懋元先生的习
惯性尊称。
②参见潘懋元 ：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规律》，见《福
建教育》1979 年第 8 期，转载于《潘懋元文集》
【卷二·理论研
究（上）】，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63-472。
③参见潘懋元 ：
《潘懋元文集》
【卷一·高等教育学讲座】，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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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规律，就是说办教育的人必须尊重的，或处

的结论，所以基本不会变。但对教育规律的具体

理教育内部关系的原则 ；后一种规律是处理教育

表述确实随着认识的不断细化也在不断丰富它的

系统外部关系的，因为办教育必然要与外部发生

具体内涵。在对规律的表述中，怎么才能反映事

关系，不是关起门来办教育的，那么就需要考虑

物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到社会发展的可能和需要。这样，办教育就需要

因为人的实践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人的认

尊重内外部两方面的需要，我认为这是教育必然

识也是在不断地更新的，比如说我对外部关系规

要面对的，而且是办教育必须遵循的规律，所以，

律阐述时就有一个不断细化或深化的过程。教育

这就有了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

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适应可以更合

当时我这个想法提出来之后，曾在多期高校

理地表述为教育要同生产力与科技要求、社会制

领导干部培训班上讲过，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发

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要求、文化传统

表过，很多学者都给予了肯定的意见，鼓励我把

（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要求等相适

这种思想阐述出来。我在后来的文章中就提出

应，除此之外，还要同人口、地理、生态环境、民

了“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是教育必须尊重人的全面

族、宗教等因素相适应。①看，很难说哪一种表述

发展要求的规律”
，这就是说，办教育必须根据

就非常全面，非常完整，因为每一种表述只能把

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进行，否则教育活动就是盲目

最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在进行理论

的。同时提出了“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教育必

概括总结时不仅要看到事物稳定的不变的特征，

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也即教育适应社会经济政

还要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特征，我觉得在广东高

治文化要求的规律”
，换句话说，办教育必须与

教社出版的《潘懋元文集》中的表述算是比较完

外部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如果办教育不能与外部

整的，当然也很难说是非常完整的。②

环境相适应的话，要想让教育很好地发展下去是
不可能的。

王 ：先生您这一说我又明白了许多，我非常
钦佩先生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按照马

“两条规律”说法提出后，在教育学界内也引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法，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

起了讨论，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不同意

真理永远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不断地接近真理，

见主要是认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法不妥，因

而无法终结真理，我想先生的“比较完整”能够代

为规律是内在的本质联系。我的解释是，内部、

表这个意思吧。现在我想接着问一个问题，就是

外部，所指的是教育系统之内和之外，而不是内

我想知道先生的“两条规律”学说的哲学基础是

在和外在。教育系统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确

什么？

是存在内在的本质联系，即内在的必然联系。

先生 ：你问的是“两条规律”的哲学基础，我

王 ：听先生这么讲，我对“两条规律”学说的

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因为我们主要是受马

认识也更加深了，我也能够体会到，一个新观点

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所以指导我们的世界观和

提出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要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

方法论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

也是不太容易的。可以说，任何学说，完全没有

证法。我在总结“两条规律”时就充分地运用了马

反对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时候，有一些反

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我在研究教育内外

对意见是件好事，因为我觉得这能够促进人们进

部关系规律时，对我直接影响的就是内因与外因

一步完善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我想，任何学说都

的关系规律。关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提

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先生，

供了对两条规律关系的理解。在教育发展中，教

“两条规律”学说提出之后是否有进一步发展？
对“两条规律”学说该如何完整地表述？

育内部要素当然是主导的一方面，但教育内部要
素发生作用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而这个条件也

先生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两条

不是机械地、被动地等在那里的，而是需要教育

规律”提出之后，核心思想并没有变化，因为这个

内部的活动者去主动适应的。所以，外部社会提

思想的提出是我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反
思的结果，包括对很多国内外教育成功经验和失
败教训的总结，可以说，这个思想提出后就具有
很强的概括作用，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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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潘懋元 ：
《潘懋元文集》
【卷二·理论研究（上）
】，广
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22-523。
②参见潘懋元 ：
《潘懋元文集》
【卷二·理论研究（上）
】，广
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84-497。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 ：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供的条件是一方面，如果没有教育内部的主动适

反了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把

应，这个条件仍然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我们说

知识的真谛传递出去，当然也就不可能培养学生

教育发展离开了外部的积极支持不行，而离开了

的认知能力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规律

内部的主动努力就更不行。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

就是主张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条件”
，所讲的正是“两条规律”之间的关系。

所走的是一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王 ：先生，讲到哲学基础，我突然想到一个

的不断上升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实践

有趣的问题，因为我在阅读先生著作中，包括与

论的哲学，因此，我们的教育活动也不可能超越

先生进行学术交流时，我发现先生对系统论思想

这一哲学的指导。不过，在教育活动中有自己的

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猜测您的“两条规律”学说

相对独立的规律，因为教育中的认识活动不是完

中融合了大量的系统论思想元素，我还拿不准我

全从实践开始，而往往是从间接经验开始的。在

的猜测是否正确，因此，我斗胆问一下先生，您

教学过程中怎样更好更快地把人类积累下的知识

在思考内外部规律关系时与系统论关系怎样？

精华传递给下一代，这是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

先生 ：你很敏锐，你不是猜测，而是正确的

要任务。在我的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说中，尊重青

理解。我在思考教育规律时，正是系统论思想开

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中确实已经包含了对认知发展

始影响我国学术界的时候。虽然系统论思想在国

规律的尊重，但没有把它独立出来论述，这主要

外并不怎么新鲜，但对于当时我国学术界而言是

是因为学生认识规律的阐明是在教学过程中，这

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封闭时

是属于基本规律的下位规律。

期。在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一批新的学术思想涌

王 ：我知道在您的后期论述中，非常注重对

进了国内，系统论是比较早引入我国学术界的，

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论述，比如您

而且也没有遇到什么批判，因为我们学术界几乎

特别论述说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都倾向于认为系统论思想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求，还提出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

而且能够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我在

要求等，这样您的教育论述始终与时代发展变化

思考教育发展规律时就借鉴了系统论的不少思

是同步的，但在这里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

想。比如，系统论中讲“整体性原则”
，这对于我

是 ：教育主动适应社会要求与被动适应社会要求

解释教育内外部规律关系时就很有启发作用。系

的根本区别点是什么？请先生再帮助阐释一下。

统论讲大系统与子系统关系，这对于我们认识教

先生 ：你说得很对，是的，在我的很多论述

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关系非常有帮助。系统论还讲

中都强调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我

各个系统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阐释

认为，如果是被动适应的话就很难反映教育的内

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不同系统的关

部需要了。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的根本区别点在

系就很具有说服力。可以说，系统论思想对当时

于后者把外界的要求当成了命令来执行，从而就

教育观念的更新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于

容易无视教育本身的特点。教育主动适应的意思

这一点，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可以

就是教育内部对外界所提的要求要进行适时的转

说，系统论思想也是我提出两条规律学说的方法

化，要努力把一切不利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有利

论基础。

方面的因素。做这个工作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对外

王 ：先生这么一说，我的一个疑团释解了。

界的要求进行理性透彻的分析，不能盲目服从外

不过，我对先生的“两条规律”学说还有一点不是

界要求，因为那样就很容易违背教育发展规律，

非常清楚，就是在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中，你是怎

其结果就是教育发展就容易遭受挫折。因为教育

样认识知识发展规律的或认知发展规律的？我知

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培养人才也有自己的要

道，在先生的“内部关系规律”中内含了对认识规

求，这就是要求遵循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要求，

律的尊重，但认识规律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

从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设计教育教学方案，这样

位，我认识得不是非常清楚。

才能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先生 ：认识规律当然是非常重要了。我们整

过去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对外部的要求被动服

个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对认识基本规律尊重的基

从，从而就丧失了教育活动的独立性，这样往往

础上的，因为违反了认识的基本规律，我们就违

使教育发展遭到很大的冲击，忙于应付外界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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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不能关照教育内部自身的需要。教育主动适

律的尊重也有重视个性发展的含义，因为这是马

应外部社会发展要求就是要把握社会发展方向，

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应有之意。但我们在

认识到教育必须做的工作，从而能够在各种外界

重视个性发展要求时必须与社会发展要求结合起

影响下辨明方向，找到一切促进教育发展的有利

来，不然的话我们的教育就容易走偏方向。可以

因素，尽可能使教育遭受的损失最小，获得最大

说，
“两条规律”提出是基于国情而提出的，特别

的发展。

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际提出的，只

王 ：先生，那么您在思考“两条规律”学说时
是否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问题？
先生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实事求是地说，

有这样，教育理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王 ：先生，我们在认识这两条规律时还需要
注意什么？

任何人在思考教育问题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国情

先生 ：我有几点要强调，一是“两条规律”是

实际，否则的话就容易流于空想。教育理论思考

指整个教育的，而不是单指高等教育的，更不应

当然也不例外，也必然要考虑到国情实际。我在

以高等教育中的学术型大学的功能来否定教育基

思考“两条规律”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人们的思

本规律 ；二是“相适应”是相互起作用的，不应只

想观念解放得够不够的问题，以及要考虑如何继

理解为单方面的制约 ；三是“两条规律”的关系

往开来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

是平行的，也可以理解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

境的要求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我国发展科技要

据，但不是上下位规律，上下位规律是一般规律

求的现实问题，这一切都是对中国的国情实际把

与特殊规律，教育基本规律之下的下位规律有教

握。另外，还有一个国情实际就是我国的文化传

学过程规律、德育规律、教育管理规律等等 ；四

统实际，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教育是国家

是，
“两条规律”的提出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的，

发展的一部分，所以，教育不反映国家发展需要

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包括古今中外的和我自己的

是不现实的，我们经常说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是从哪一个理

的，这其中就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在其中，这与在

念中演绎出来的。

西方的文化观念中往往认为教育只是为了发展个

王 ：好，谢谢先生，您的补充很重要！也谢

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的教育也需要

谢您接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的专访，

发展个性，而且我们今天的教育对个性发展的尊

希望先生就刊物发展说几句！

重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先生 ：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在教

但不得不说，我们对个性的重视程度仍然是很不

育领域里，是一份新的刊物，希望这份新的刊物

够的。
“两条规律”学说中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规

有新的气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责任编辑 ：罗雯瑶］

·52·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No.1, 2013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to Expect?
Jin Sheng-hong
Abstract: This essay as a normative study discusses educational equality and its system of principle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since, in the sense of justice, educational equality is education receivers’ legitimate
right. As par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education per se and ethics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tself, school
practices and teachers’ activities should pursue, educational equality in this regard includes moral equality
between the agents as persons, the equal worth of every citizen,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non-competitive
opportunities, the equal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qual educational wellbeing, aiming at building a non-hierarchal, non-dominative, non-discriminative, and non-exploitative
compulsory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al equality; educational justic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educational system

A Critical Review of Values in Humanistic Psychology
Che Wen-bo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values underpin the core view of human
nature in the latter. Humanistic psychology advocates inner values and maintains that they are rooted in
human nature, or,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st values in human natur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alues
in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cludes 3 patterns, namely, Maslow’s and Rogers’ naturalistic values, Allport’s
phenomenological values, and Rollo May’s existential values. Humanistic psychology introduces the worth of
persons into the domain of psychology and reconstructs values, but it has some inborn theoretical defects.
Key Words: humanism; psychology; values

Theorizing on Internal-external Relations in Education as a Mirror of Pedag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n Mao-yuan
Wang Hong-cai
Abstract: In the 1980s, Professor Pan Maoyuan theorized the law regarding internal-external relations in
education, Based on Marxist materialistic dialecticism and drawing upon system theory. His theory up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 in question shows his respect for the law governing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ment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His theory upo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however, emphasizes the adaptation
of education to fundamental social needs. It must be pointed that the “two laws” concern education in general
rather than higher education alone, that adaptation herein refer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needs rather than unidirectional restriction imposed on one side by the other, and that the two laws are
parallel rather than hierarchical.
Key Words: education; Internal-external Laws; philosophical ground;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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