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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教育国际化的方法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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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世界教育体系在一体化、全球信息化、不同国家教育体系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发展民族政治文化
对话”领域的转变。 “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移徙进程的增加、以及电子通信的大规模普及，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
教育国际化”
。因此，出现了形成单一教育空间的趋势，发达国家的主要大学是其发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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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on, global informatization, and mutual penetr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world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to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alogu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increase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rge-scale penetr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have brough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and led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single educational space
with major univers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center of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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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化，表现为家庭经济富裕的
学生更愿意选择在世界一流大学或教育系统更发达国家接受教育。
教育国际化，
“被理解为将国际的教育标准纳入大学活动（发展联
合教育方案）的综合过程，培训专长的方法、价值方法（基于价
值观的教育文化的发展）
、战略方法”
，这反过来又导致“多元文
化教育”现象的出现。定义为“尊重和承认平等，放弃支配和暴
力，承认人类文化的多维性和多样性，行为规范，拒绝方法统一
[ 1]
性或以任何一种观点为主要观点”
。
在国外接受教育已成为一种特殊趋势，这种教育已成为我们
时代的一种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目前全球有500多
万学生在其祖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教育，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67%。
根据 2019 年的数据，外国学生人数最多的 8 个国家是，美国、英
国、中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
当然，白俄罗斯作为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现代高度发达的现
代化国家，其进程也不能不受到影响。白俄罗斯目前在科学、技
术、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与 65 个国家的不同组织合作，与这些
国家缔结了 1400 多项双边条约和协定。在教育领域，白俄罗斯最
大的伙伴是中国、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国际教育合作在经济
上是有利可图的，
也有助于丰富不同国家和人民的人道主义领域，
协调文化间差异，在教育过程中能够形成学术流动性、包容性、对
精神上不同的文化及其现象的感官性等。Ю·Н·Сергее
ва 在重申这一想法时指出，
“高等教育领域的现代学术交流，
为欧洲人提供了广泛的国际交流机会，促进了文化丰富、相互理
解、尊重和包容。
现代教育范式是决定全球改革和一体化时代教育运作模式和
原则的方法论，它以世界先进的科学和教育论为指导，其本质是
教育过程的全球化、教育体系的人性化、可变性、替代性和连续
性。"开放系统"的方法论原则在这里起步，它允许以下几点，
“首
先，从多方面考虑所研究的问题，第二，与不同知识领域的相互
联系和互动，第三，从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去看”
。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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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教育国际化模式的方法论基础是“所有时代、专业认知领域
和地理维度的时空统一”[ 2 ] 。
日益密切的一体化，频繁的接触和过国际交流使现代世界成
为一个“地球村”
。同时，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事实上，
教育服务已经成为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和团结的领域，是促
进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合作的强大动力。留学生跨国流动，加速
了世界文明的传播，促进了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交流，促进了国
际合作的发展，架起了各国之间的文化桥梁，建立各国间的友好
关系。
此外，对于接待国际学生的国家来说，在经济上是有利可
图的。据统计，仅在 2006-2007 学年，国际学生就为美国经济带
来了 145 亿美元的收入（美国宇航局，2007 年）
，在 2004-2005 学
年，英国从国际学生获利74.1亿美元，其中37.4美元来自预算收
入（HEPI,2007 年）
。由于各国各部门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长
期国际关系得到了加强，外交、经济和贸易关系得到发展，教育
质量得到提高，竞争关系开始加剧。学生有机会直接与来自不同
国家的学生互动，从而获得有关其文化、文化历史价值观和传统
的知识等。
因此，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导致：
教育变得多变、多样、多模型;继续教育正在向终身教育转
变;教育方案开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提高教育质量；为在多元
化和多样性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民族和区域文化创造条件;教育研
究的作用和水平正在提高[ 3 ] 。
学术流动的范围和视野正在扩大。同时，学生流动性被视
为实现“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经济稳定、质量和现代化的必要条
件”
，
“高等教育教师的流动性被视为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
积极发展的机会”
。
教育是一种融合、使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团结的动力，从而
促进其社会和经济发展、巩固力量和机会，同时，
“外国教育资源
的进口和国家教育服务的出口是国际化的关键要素。这使各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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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高国家教育系统的国际竞争力。
世界单一教育空间的趋势日益明显和持久；国家高等教育系
统与世界高等教育系统趋于一致。
教育是将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语言、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推广到其他精神条件和空间的有效工具。
正在发展新的购机合作形式，例如开设联合教育机构、实
施联合教育项目和在科学、艺术和生产等不同领域培训专业人员
的方案。其国际化所体现的教育国际合作的一种全球形势是“发
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设大学分校的做法”
。根剧一些数据，目前
全世界有 200 多个海外大学分校，有 37 个项目（国际校区）正在
积极开发中[ 4 ]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转向外国伙伴建立联合教
育方案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正在与外国实施 2000 多个不同
的教育项目：大学间的交流、以联合和双学位课程为主的联合
教育项目、联合教育机构等。
现在，我们实际上可以着手考虑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方法论先决条件（人类学、价值方法、文化学和环境方法），
这一点在表 1.1 中已得到明确介绍。

同的能力等，正在出现并具有相关性。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能够接受世界上创造的一切，并
迅速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同时小心翼翼的遵循其传承千年的民族
价值观和传统。同时，在当代中国，很多中国学生也开始接受
去国外，特别是高度发达的国家接受高等教育，接收中国留学
生的国家逐年增加，各类交流项目也越来越多，因此，自 1979
年以来，有 58 万中国学生前往 103 个国家留学交流，这一数字
还在大规模的上涨。
可以看出，目前世界教育体系客观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
平——多元文化水平和跨国对话水平，教育环境的多元文化是其
特征之一。根据 M. M. Bakhtina，V. S. Bibler 等人的看法，
文化对话不仅是不同文化共存的一种形式，也是获得文化认同的
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文化（作为一种现象）能够存在和发
展，就像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一样，同时在个人的民族文化中保
持其完整性。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孔子
学院（课堂）的比例接近 8 0 % ，虽然在丝绸之路时代的主要目
标是东西方的互联互通，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沿途各国的密切一体化和互利合作。
表1.1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方法论前提
许多学者将“文化全球化”的概念与世界文化及其价值的
普遍化联系在一起。另一些人则担心人类的文化多样性能否发
国际化的前提
主要特点
展？我们呀知道，文化全球化的理念首先是，文化可以在多元化
人类学方法
教育的基本基础是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和理想
中发展，其次，只有在多样性中才能发展。在这方面，国家教育
系统的发展以文化适应和本地化为基础，这些进程导致多元文化
价值方法
教育代表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最高价值
或多元文化教育环境的出现。叶琼指出了四种基本的适应战略：
世界教育体系现已进入多元文化对话，包括跨国互动、开
文化方法
同化（完全接受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
展国际多元教学理论与实践，而且正在向多元文化转变。
规范）
;分离（否认外国文化，同时保持其文化的认同）
;边缘化（一
现代教育环境的特点是多元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教育
方面，
失去与自身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缺乏与多数文化的认同）
环境方法
过程主体的心理差异等。
和融合（与新旧文化的认同）[ 7 ] 。
人类学方法在教育中实现的方法论基础是世界物质统一的概
V. V. Makaev（等人）说，多元文化教育旨在培养一个
念，即所谓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在这个概念中，哲学人类学“突 “能够在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环境中积极有效地生活的人，具有理
出了人类与之互动的三个世界：自然世界、活动和文化世界。在
解和尊重其他文化的发达意识，能够与不同国籍、种族和信仰
人类学方法中，教育以人为中心，以真理、善良、美、人性等普
的人和平相处”
。Hohmann M.强调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两个主要领
遍人类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并从现代现象学 - 人文教育范式的
域：“第一，共同解决文化间冲突，必须承认和有意识地解决
概念去实现，这在当今世界教育空间中占主导地位[5] 。
这些冲突的存在; 第二，通过与外国文化的对话来丰富”。马卡
E. S. Polyakova 阐明了 21 世纪教育的四项基本原则：?学
耶夫（等人）说多元文化旨在培养一个能够在多民族和多元文
会生活在一起–理解人类的统一；学习如何学习——通过丰富多
化环境中积极有效地生活的人，具有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的发达
样的民族文化互动，获得基本的跨学科知识；学会工作——是作
意识，能够与不同国籍、种族和信仰的热和平共处。霍曼强调
为职业成就的个人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表现；学会生活——意识
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两个主要领域：“第一，共同解决文化间的
到自我发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践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独特而独
冲突，必须承认和有意识地解决这些存在的冲突；第二，通过
特的个性[ 6 ] 。
与外国文化的对话来丰富”。
从历史上看，中国教育制度认为“人”是一个关键的概
一些学者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该概念涉及不同
念，是学习、培养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孔子创造了一个完美的
文化的共存、相互渗透和对话，是教育过程的外部决定因素，因
人的形象（君子），其主要特征是人性，并定义了他的所有行
为“艺术、教育是与物质、能量和信息环境交换的开放系统”
。教
为的责任感。人性是一套品质，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谦
育系统的开放性是其全面融合、互动和（由此而实现）国际化的
虚、正义和对人的爱。孔子“孝”的概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先决条件[ 8 ] 。
产生了重大影响，“孝”被翻译为“子女的对父母的尊敬”，
学者依依认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现了多元化的精神，
从广义上讲，它是年轻人对长辈的顺从。
有助于建立对其他文化及其现象的尊重态度，承认外国文化的历
在价值方法中，教育作为“人文价值在三个方面被考虑： 史传统和价值观，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文化
个人价值、公共价值和国家价值“。在这方面，将教育作为
联系。此外，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促进了音乐本身作为一种国际
教育服务，作为世界劳动力市场进出口的产品，可以说，教育
人类艺术形式的发展。
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充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个
在李景玉看来，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表现增进文化了解、
人达到现代世界知识水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教育被视为
承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彼此文化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促
人类的最高价值，知识被视为解决全球问题（环境灾难、流行
进各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打破文化割据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病、社会经济冲击等）的工具。我们不难发现，在教育国际
实现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本民族文化受教育
化的环境中，新的教学价值观、跨民族交流和文化包容、对外
权和发展权、共筑全球文化的共存共荣等[9] 。
国文化传统和现象的感悟、在多元文化教育空间中识别和自我认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吸引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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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家和文化学家。同时指出，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主要是由
于音乐的多样性，作为一种异质艺术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中是
无限的，其语言是全世界人民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理解 。在
学者杨红看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促进了国际民族间的交流与合
作，拓宽了世界音乐文化的视野，形成了一种具有世界意义和
价值的艺术，全面促进了跨文化音乐能力的发展，为世界音乐
教育结构和内容的创新创造了机会。
最后，从环境方法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国际化的特点。
在哲学中，“环境被解释为人类在生产活动的条件、手段
和目的，环境也被理解为一种“环境”，也就是人类社会活动
自然条件的集合，作为一组自然（物理、化学、生物）和社
会因素，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立即或持久地影响人类的生存和
活动。
教育环境被定义为一个人在教育机构的活动、近期发展和行
动领域，作为一种多样化活动，满足学生作为自己计划的设计师
与实施者的协作和参与要求，作为一个客观的教学现实，给予其
一个主体，并构成影响，条件和可能性的集合。它指出，教育环
境的教学潜力可以通过文化主题与人的本质力量的相互关系来实
现，在外部和内部、环境和个人机会的交汇点[10] 。
全球一体化全面覆盖了世界教育空间，导致各国形成了自己
的多元文化教育环境，其特点是国际教育接触和联系的规模和广
度，使大量外国公民涌入国内接受教育或提高其专业技能；教
育服务的出口导向；教育服务的高质量增长，这为加强世界教
育领域的多元文化对话提供了前景。
随着新的现象学和人文教育范式的形成、教育一体化进程的
审核 以及世界统一教育空间的日益增加，系统方法在教育学中
的重要性日加技能增强，其方法论本质需要对多元文化教育环境
等与教育相关的复杂系统进行全面的研究。作为教育文化方法中
的一部分，文化首先被视为“培养和滋养人格的环境”，第
二，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确保国家教育系统在多元文化或多元文化
教育环境中运作和发展。教育环境被解释为一个复杂的结构化和
相互关联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系统，专门组织教育活动，旨在全
面和和谐地发展学生的个性。因此，根据形式逻辑定律，多元
文化音乐教育环境可以定义为一个结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音乐文
化现象体系，其特点是多民族特征和心理特征的多重性，表现
为教育过程主体心理 - 教学互动的不同形式。多元文化音乐和教
育环境的本质阐述了“教育组织音乐环境”的概念， 在多元文
化教育中，对教育过程的主体及其个人和职业素质提出了新的要
求，其中最重要 的是“承认、接受和尊重 文化差异”。
反过来，多元文化教育环境必须符合当今的现实，确保国
际教育一体化进程，为多元文化对话和互动创造必要条件。
即：接受适应每个主体的教育环境的特点;促进多元文化学生社
区的形成，其特点是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的多样性;利用具有跨
文化能力的教师队伍;营造多元文化与和谐、心理安慰、沟通相
互理解和互动的氛围;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为国际学生的生
活和学习提高协调和秩序的条件。
因此，人类学、价值方法、文化学和环境方法被作为当
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互动和跨国理解的方法论先决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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