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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更加开放和动态的学习环境。尽管探究式教学为教育创新提供了一种潜在

方式，但课堂实践常将探究过程简单化为任务流程，不利于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为了实现从流程化

探究到创造性探究的转变，本文首先总结了创造性探究的核心特征，分析了教育情境中实施这种探究面临的

挑战，提出了一种创造性探究的课堂组织方式——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然后，基于上述理念设计了集体

思维脉络图谱系统 ITM，并在小学科学课堂中开展了大量基于设计的研究。文章最后系统分析了如何使用

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的方法和 ITM 在课堂中组织动态创造性探究，探讨了这种方法对于我国开展课程和

教学改革以及教育技术设计的启示。

[关键词]　创造性探究；认知能动性；知识建构；反思生成；思维脉络图谱

[中图分类号] G6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2）03−0004−14

  
若干年前，众多学者还在用笔墨描绘 21世纪

可能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如今 21世纪的新景

象已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变化之剧烈、挑战之

复杂远超世纪之初的想象。人类社会在诸多领域

不断实现知识增长和技术创新，但面临的新问题和

新挑战也层出不穷。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到全

球瘟疫及种族冲突等，这些问题高度复杂且不断演

化，每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引出更多新的问题。在这

些重大的问题和挑战面前，人类拥有的集体知识显

得尤为不足，即便是各领域的专家也没有明确的答

案。正如著名学者托马斯·霍默 -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指出的，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

挑战是如何应对知识需求与知识供给之间不断拓

宽的鸿沟（Homer-Dixon, 2000）。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深层的教育

改革，调整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将知识创新与

问题解决能力作为学生的核心素养来培养（Morin,
1999；OECD,  2008； Trilling  &  Fadel,  2009; Wagner,
2012）。这些改革试图将高水平思维、问题探究和

协作创造活动整合到课程内容与教学中，并不断创

新技术和学习环境，支持学习和教学方式变革。

自 21世纪初，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课程与教学改革，

将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目标，推进协作式、探究

式教学和研究性学习。到目前为止，协作、探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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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已经逐步在中小学课堂中开展。然而，探究活

动的实施多以教师规划的探究任务为主，往往“有

形少实”（裴新宁等, 2018）。如何在教学中实现更

真实、动态的探究，支持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

挥，是教育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Duncan &
Chinn,  2021;  Gutierrez  &  Barton,  2015;  Ko  &  Krist,
2019; Miller et al., 2018; Tao & Zhang, 2021）。

本研究将围绕创造性探究重点解决以下两个

问题：1）什么是创造性探究？我们将以知识创新和

知识建构共同体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分析创造性探

究的特征及实施挑战；2）如何在课堂中设计和支持

创造性的探究过程？基于近期开展的一系列课堂

研究，文章提出了创造性探究的动态组织和引导方

式，同时阐述这一方法的核心要素、技术支持和课

堂实践。 

一、从流程化探究到创造性探究

近 20年来，研究者对不同形式的探究式学习开

展了深入研究，如基于问题的学习（Lu et al., 2014）和
基于项目的学习（Krajcik & Shin, 2014）等。探究式学

习和教学为培养学生问题解决和知识创造能力提供

了可能途径。与此同时，国内外探究式教学实践也存

在很多缺陷，具体包括：课堂中探究式学习常被简化

为固定的任务流程，缺少创造性活动所需要的动态思

维和开放互动过程；探究任务和过程常由教师设定，

包括探究问题的选择、问题解决流程的规划、小组的

任务分工以及各阶段需要的资源和工具等；学生参与

往往局限于完成教师安排的探究任务，而非发现问题、

形成探究方向和引领协作过程（裴新宁等，2018；
Rogat & Linnenbrink-Garcia, 2011）。同样，在计算机

支持的协作探究环境中，研究者也针对探究过程和角

色分工为学生设计各种协作脚本，支持和引导探究过

程（Fischer  et  al.,  2013; Kirschner  &  Erkens,  2013）。
在这种引导模式下，学生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空间

非常有限。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警告的，将探究式学习

转化为预先设定的问题和流程的做法有悖于真实科

学探究过程所具有的创造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本

质特征（Crawford, 2000; McComas, 2020; Osborne &
Collins, 2001）。

为突破当前课堂探究和教学结构的局限，教育

研究者呼吁设计更加开放、动态的学习环境，支持

学生探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胡卫平

等，2021; Ko & Krist, 2019; Miller et al., 2018）。本

研究团队近期针对创造性探究过程开展了系列研

究（ Tao  &  Zhang,  2018,  2021;  Zhang  et  al.,  2018,
2022），提炼出创造性探究的核心特征。

首先，创造性探究关注开放、拓展的探究目标

和持续深入的探究过程。创造性探究一般发生在

相对开放的探究空间中，鼓励学生按自己好奇的问

题和想法确定探究方向和推进探究过程。学生在

探究过程中并非是要完成某个具体、孤立的探究

任务，而是要把每步探究看作是对已有知识的拓展

和对下一步深入探究的准备。随着探究进程的展

开和知识的增长，学生会发现更多问题和未知，持

续拓展探究过程（Engle et al., 2012; Engeström, 2014;
Scardamalia & Bereiter, 2014）。例如，在小学四年级

的光学课程中，学生们先探究彩虹是怎样形成的。

他们通过实验和阅读发现，彩虹是雨后悬浮在空气

中的水滴分解太阳光而出现的颜色。然而，他们并

不满足于这一“标准答案”，又提出了一系列更深

入的问题，如为什么彩虹的颜色总是按照同样的顺

序排列？为什么天空中的彩虹总是半圆形的？在

这些问题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究活

动，形成了关于光谱等复杂概念的深入理解（Zhang
et al.，2007）。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的探究进程会

随问题的演化和知识的增长而动态延伸。这种不

断发现问题、持续探究、超越已知的思维发展历程

和习惯是科学创造的核心。

其次，创造性探究需要学生开展持续的课堂对

话和灵活的互动协作。研究表明，创新共同体（如

创新公司的研发团队）需要为成员提供开放的社会

环境，采用灵活的互动调节机制，鼓励参与持续的

对话和协作共同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进而激发

创新（Gloor，2006；Sawyer，2015）。参与者的互动协

作具有自组织性。他们常常开展即兴、开放的对

话和讨论，而非按照上级的集中安排，分别完成任

务然后分享汇报。用索耶（Sawyer，2007：19）的话

来说，知识创新的社会过程就像是无脚本的、协作

演出的即兴戏剧，没有事先设定的话题、议程和发

言顺序，“共同体成员进行复杂的、不可完全预测

的互动，创造性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和展现”。在

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产生了多元化思考，并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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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察，有选择地保留和整合有关想法，构造新的、

更复杂的知识产品和问题解决方案。与这种动态

的协作方式迥异，当前探究性教学往往采用教师主

导的任务设计和固定小组分工完成特定任务。

为支持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探究型课堂需要更灵活

的互动对话和协作方式。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

一种“机遇性动态协作机制（opportunistic dynamic
collaboration）”。在这种动态协作中，探究小组因

探究兴趣的交叉而形成，集合每个成员独特的知识

背景和探究风格，以灵活多样的协作和对话开展持

续探究（包括小组内协作、全班交流以及个人探

究）。随着探究目标和需求的变化，探究小组也动

态重组。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固定小组协作，机

遇性动态协作更能促成更高水平的互动和对话，每

个学生参与多个主题的规划和探究，为整个班级的

知识增长做出更多贡献（Siqin et al.，2015；Zhang et
al.，2009，2022）。

第三，动态、创造性探究需要学生发挥更高的

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作为创造的主体参

与探究进程的规划、追踪和协调。在教育研究中，

斯卡德玛利亚等（Scardamalia & Bereiter, 1991）最早

引入认知能动性概念，强调学生在确定学习目标和

规划学习过程中承担高阶认知责任。在此基础上，

学习科学和科学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拓展了这一概

念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强调学生在利用各种学习资

源实现学习目标、改变所处情境以及基于认知需

求改造活动结构和资源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Damsa et al.，2010；Varelas et al.，2015）。基于这些

文献，本研究将认知能动性界定为学生为了实现共

同的探究目标而对个体和集体探究过程进行决策

和管理、承担主体责任的行为过程。具体来说，学

生承担认知责任的范围包括：1）应探究什么（目标）？

2）该如何开展探究（过程）？3）应怎么合作？每个

成员应承担什么角色？如何做有效的贡献（社会互

动和参与）？（Schwarz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8）
在当前的探究式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扮演探究要

素的决策者角色。创造性探究需要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直接参与高阶决策，同时不断反思和调整

自己的参与方式，对整个班级的探究实践发挥影响

力。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认知能动性的发挥是创造

性探究的动力来源。

在众多探究式教学模式中，知识建构教学法

（knowledge building pedagogy）是强调创造性探究

的例子（  Scardamalia et al., 2005；张义兵等，2012）。
这种教学法由加拿大学者马琳·斯卡德玛利亚和卡

尔·博瑞特提出，目的是帮助学生在课堂中实现真

实的知识创造。在知识建构型课堂中，学生需要共

同承担传统课堂中由教师全权代理的认知责任，如

界定探究问题、规划探究活动、追踪和评估探究进

展进而形成深层次的探究方向等（ Scardamalia,
2002）。在具体课堂设计中，知识建构教学强调以

知识建构的基本原则引领教师和学生弹性参与，依

据探究问题和需求的动态变化决定具体的探究方

式。知识建构原则包括真实性问题和想法的持续

改进、集体知识与共同责任、知识建构对话、学生

的认知能动性等（张建伟等，2005；张义兵，2018）。
基于这些原则，课堂的探究应关注学生兴趣驱动的、

开放性的探究问题。探究的目标不是仅仅找到问

题的“正确”答案，而是不断持续改进自己和同伴

提出的想法以便形成更好的解释和更深入的理解。

随着深层次理解的形成，学生会产生更多值得探究

的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表明，知识建

构教学对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和 21世纪技能（如

合作、问题解决等）的培养均有显著影响（Chan,
2012; Chuy et al., 2011; Gan et al., 2010; Lee, Chan, &
van Aalst,  2006; Moss & Beatty,  2010; Tao & Zhang,
2021; van Aalst, 2009; van Aalst & Chan, 2007; Zhang
et al., 2007）。当前，知识建构教学研究面临的一个

挑战是如何使开放的课堂组织和动态的交互过程

更透明和易于实施，从而在能更多的学校和地区推

广，促进广泛的课堂变革。 

二、创造性探究面临的实践挑战与
研究需求

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创造性探究并非易事，在我

国教育文化环境和学校组织方式下实施和推广创

造性探究尤其困难。在相关课堂实践的基础上，本

研究认为开展动态的创造性探究需要克服两大矛

盾和挑战。 

（一）创造性探究过程的动态性与结构化课堂

管理之间的矛盾

创造性探究是学生驱动的自组织过程，需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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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动态的学习环境为学生认知能动性和创造性

的发挥提供空间。然而，我国教育体制和文化传统

强调课堂的有序性，以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引导和管

理学生的学习。因此，在我国教学环境中实施创造

性探究必须解决好探究的动态特征与结构化课堂

管理之间的矛盾。

针对这一矛盾，研究者需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

的探究式课堂所需要的引导结构。在当前的探究

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常使用提前设计的探究任务和

流程引导学生参与，学生只是探究流程的实施者

（裴新宁等，2018）。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和教

育技术领域，研究者多年来重视协作脚本的设计，

利用脚本为学生的协作探究提供支架和引导

（Vogel et al. 2016）。这些脚本设计通常规定明确

的探究问题、对话流程、角色分工等，为不善于协

作的学生提供引导，提升协作效率和降低认知负载。

然而，这种高度结构化的引导方式往往会抑制学生

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新型的探究引导方式应关注

学生的主体参与和认知决策，支持探究过程的动态

延展。 

（二）创造性探究过程的开放性与系统性知识

掌握之间的矛盾

创造性探究是由学生的好奇心驱动的、不断

延展的开放过程。亲身参与这一过程对于提升学

生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具有重要价值（Scardamalia &
Bereiter, 2014; Sawyer, 2015）。在这种开放探究中，

探究的主题、过程和学习结果都不可预测：学生在

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概念、发展什么样的知识以及

形成怎样的理解会因学生的兴趣、问题情境和参

与方式而有所不同。鉴于此，教师和相关教育管理

部门往往担心这样的探究式教学难以促成学生掌

握系统性知识，后者也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

和优势。在新课程改革推动协作探究等教学方法

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提出这样的教学会弱化知识

掌握，牺牲课程内容的严密性，失去教育的传统优

势（和学新等，2012；王策三，2004）。
未来的教育改革无疑需要同时重视学生扎实

的基础知识掌握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例如，2017
年教育部出台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强调以科学核心概念统领课程内容，在科学教育中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推进学生兴趣驱动的科学

实践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但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施这样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转

变任务艰巨。教育研究者需要深入研究学生驱动

科学实践的发生机制，探索如何面向核心课程内容

规划和组织创造性探究，促进高水平的协作互动和

思维发展，帮助学生形成系统、深入的知识。这些

研究主题对于我国课程和教学改革至关重要（胡卫

平等，2021）。
学生驱动的创造性探究需要何种与之相应的

课堂组织和引导方式？如何通过学生驱动的创造

性探究促进主体参与和系统性的知识建构？这两

个问题是课题组近十年来与北美三所小学合作开

展课堂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课题组以基于设计

的研究作为基本方法，探索和改进课堂探究的组织

和引导方式，并结合课堂需求设计和开发新的网络

协作支持系统。这一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如下：

1）面向创造性探究的课堂组织方式：集体探究结构

的反思生成。2）面向动态探究过程的可视化技术

支持系统：集体思维脉络图谱（Idea Thread Mapper，
ITM），并就相关课堂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 

三、创造性探究的课堂组织方式

为了解决上述挑战，本研究在近期一系列课堂

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创造性探究的动态组织

方式：集体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依照社会学和组

织科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所

以能有序又不断变革演进，一个核心机制是通过各

种“社会结构”（如市场机制、法律）进行调节。

社会结构是实践活动的图式（或类比为语法），它在

社会实践中形成，进而指导和调节社会成员的参与

方式，同时又在社会实践中被调整和重构，最终带

来社会实践的革新演进（Archer,  1995;  Giddens,
1984; Sewell, 1992）。基于社会结构的生成和重组

视角，本研究考察了多个知识建构教学共同体，分

析有经验的教师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引导学生驱动

的动态协作和开放探究。结果发现，这些教师有意

识地让学生参与探究目标和探究过程的建构，形成

集体引导结构（如由学生共同生成探究问题和方

向）。在这些共生探究结构的引导下，学生的参与

和互动不再完全依赖于教师的指令。基于这些实

证分析，本研究提出了“集体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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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 structuration）的概念和设计框架，支持知

识建构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和集体调节（Tao & Zhang,
2018, 2021; Zhang et al., 2022）。简单地说，集体探

究结构反思生成指学生作为认知主体在知识建构

的过程中同时参与探究活动系统的设计，共同生成

探究的方向、过程和协作结构，为个体、小组和集

体的探究行动提供指引和调节。 

（一）利用共生的课堂结构组织动态协作探究

系统化教学设计侧重于使用教师或其他设计

者预定的结构规划学习的方向、内容和过程。这

种方法也同样被用来设计流程化的课堂探究。集

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重在利用“共生的结构”组

织动态的协作探究进程。在探究初期，教师可能需

要引入事先设计好的任务和活动启动探究；在这些

初步探索的基础上，让学生参与探究活动系统的反

思和规划，共同生成探究结构引导后续的协作探究

过程。这种共同生成的探究结构成为课堂成员共

享的解释框架，帮助学生解读不同成员的探究兴趣、

参与方式和知识进展，形成对协作探究的反思意识

和动态调节。这些集体探究结构的具体维度包括：

1）探究目标：作为一个知识建构共同体，应探究什

么？在哪些方向开展协作探究？2）社会互动和参

与结构：每个成员与哪些人协作？分别探究什么内

容？3）过程结构：共同体成员该如何开展深入的探

究和高质量的互动？4）信念结构：作为一个共同体，

该基于哪些基本原则和规范（如尊重多元观点）开

展协作探究？在课堂中，这些共同生成的探究结构

常被物化为具体的引导资源，以各种可视化的形式

表征和呈现以上结构（Tao & Zhang, 2018, 2021; Tao
et al., 2018）。例如，教师鼓励学生提出和分享探究

问题，共同构建集体探究问题列表，体现整个班级

的探究兴趣和方向。这种图示可以挂在教室前方

或上传到网络学习空间，引起学生注意。随着探究

的深入，学生会形成新的问题和兴趣，发现不同探

究方向之间的交叉点。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和

反思集体探究的知识进展和新的探究需求，更新集

体探究问题列表，引导学生下一步的探究工作。 

（二）探究结构生成与学科知识建构交互推进

知识建构共同体成员参与双重建构：一方面开

展具体探究活动，围绕相关问题和核心概念建构学

科知识，同时也参与对共同体探究活动系统的反思

和重组（Engeström, 2014）。学科知识建构和集体探

究结构生成是创造性探究过程的两个方面，交互推

进，促进协作探究过程的深入和动态延展。基于长

期的课堂探索和实践，本研究总结出创造性探究的

可能进程：1）引入早期活动结构指导学生的开放性

参与和初步探索。教师根据课程要求设计导入活

动，引发学生对探究核心主题的兴趣，在此基础上

开展初步探究，提出问题和想法。2）反思参与，形

成集体探究结构。在开放探究的基础上，教师组织

学生反思和分享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和想法，开展集

体讨论，生成整个共同体的探究方向和协作方式。

3）以共生的结构引导逐步深入的知识建构。在共

同构建集体探究方向的引导下，学生基于兴趣确定

自己的角色和选择小组，开展知识建构活动。4）集
体知识的增长进一步促进探究结构的重组。随着

探究活动的推进，学生对核心探究问题的理解逐步

深入，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探究问题。在协作探

究过程中，学生围绕共同感兴趣的新问题组建探究

小组，开展更深入的协作。面对探究过程的这些变

化，整个班级开展集体反思和讨论，共同确定集体

知识进展和新的探究方向，形成新的探究结构引导

下一步的探究活动。 

（三）通过探究结构反思生成促进学生主体性

和能动性的发挥

创造性探究需要学生参与探究过程的决策和

规划，集体探究结构的共同生成为学生主体性和能

动性的发挥提供了重要途径。通过共同构建和调

整探究结构，学生有机会参与协作探究过程的组织

和决策，最大限度地承担以往由教师代理的众多认

知责任（Scardamalia, 2002; Zhang et al., 2009），参与

集体探究活动系统的调整和改进。最近开展的一

系列研究表明，即便是小学生也有能力共同规划探

究的方向和协作方式，开展持续数月乃至学年的动

态协作探究。例如，在五年级科学课堂中，学生围绕

“人体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主题，提出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如“为什么我们要吃东西”），生成七个探

究的“大问题”，如“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免

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血液是如何在人体流

通的？”教师将这些探究“大问题”记录在一张

大海报纸上，张贴在教室墙上。这些共同构建的探

究“大问题”被用来规划班级的在线研讨空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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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动态的协作小组。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聚

焦一个探究问题，关注同一个大问题的学生形成小

组。同时，小组成员随着探究进程和兴趣变化而不

断调整。教师和学生利用共同构建的探究问题引

导后续探究的开展，反思个体和小组的探究进展，

跨组分享新知识和新问题。随着协作探究的深入，

班级涌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于是教师组织集体

反思活动，帮助共同体成员了解彼此新的关注点，

在更新集体探究“大问题“  （如“不同类型的细

胞是如何工作的？”）的同时调整协作小组的构成，

开展下一步的知识建构（Tao & Zhang, 2021）。
综上，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的动态组织方式

为创造性知识建构提供了组织机制。这种机制重

在鼓励学生的主体性参与，实现知识建构共同体的

自我组织和集体调节。这种组织机制有助于解决

前文中提到的创造性探究实施面临的两大矛盾。

首先，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可以化解探究过程的动

态性与课堂所需的指导结构之间的矛盾。共同生

成的集体探究结构可以为学生个体、小组及整个

班级的参与提供必要的引导结构。学生使用这些

探究结构规划自己的探究行为，引导自己参与，追

踪和反思个体和集体知识进展。同时，这种引导结

构是动态和开放的，可以随探究活动的展开而不断

发展和重组。其次，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化解开放探究与系统性知识掌握之间

的矛盾，以相对开放的探究过程支持系统化知识的

学习。学生带着不同的问题和想法参与开放的探

究活动，开展灵活的互动和对话。这样的课堂可能

看起来有些乱，但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过程可以帮

助整个共同体实现“乱中有序”。全班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共同形成探究的核心问题和方向，组建探

究小组，讨论关于探究过程和高质量协作对话的规

则和标准，使用有形的资源将这些探究结构物化为

探究的指南和框架，在后期持续使用和动态调整。

学生个体和整个班级按照这些结构框架追踪知识

建构的进展，反思探究内容与核心课程目标之间的

关系，有目的地针对核心学科内容开展进一步的探

究。一系列课堂研究表明，通过持续探究，学生可

以形成对学科知识的深度理解，并在一部分内容主

题上超越自己所处年级的课程目标（Chen & Hong,
2016; Tao  et  al.,  2017; Tao  & Zhang,  2021; Zhang  et

al., 2007, 2009, 2018）。 

四、创造性探究过程的技术支持：集体
思维脉络图谱

 

（一）技术设计的目的

支持学生认知能动性驱动的创造性探究对教

育技术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协作

探究环境的设计和规划方式。如上文所述，当前支

持协作探究的技术系统多采用预先设定的结构引

导和管理学生的参与，可谓“我（设计者）搭台子、

写脚本，你们（学生）来唱戏”。计算机支持的协作

学习环境常采用协作脚本明确学习任务、角色分

工 和 交 互 方 式（ Fischer  et  al.,  2013;  Kirschner  &
Erkens, 2013），基于网络的探究式学习也常为学生

提供预先设定好的探究项目、流程和资源。支持

创造性探究过程的技术环境需要鼓励学生参与探

究方向和过程的决策，共同构建探究结构，并有机

会对探究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和拓展（即学生作为协

作探究系统的用户有机会基于自身需求“搭台

子”，对演出内容做即兴发挥）。

第二个挑战是网络对话的组织与表征方式。

在大多数协作网络平台中，学生发言常以一系列线

性的帖子列表呈现。随着学习活动的开展，学生发

布的帖子可能累积到数百个。这些帖子所反映的

讨论方向、核心问题以及内容深度的变化却不透

明导致集体的知识进展和新方向难以追踪。学生

无法清晰地感知学习共同体的探究目标、探究方

向和知识进展，也就难以规划个人及小组的参与行

为。此外，讨论中产生的众多发帖往往信息分散且

繁杂，通常局限在特定班级的学生之间，非常不利

于跨共同体和跨情境的知识分享。尽管有研究者

做了关于跨班级、跨校协作学习的探索（徐晓冬，

2003），技术支持和设计仍需要更好地解决协作产

生的信息超载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协作的潜力，

促进高质量的知识建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设计和开发了协作

知识建构的可视化系统——集体思维脉络图谱①

（Zhang & Chen, 2019）。其核心理念是支持学生通

过反思共同参与集体探究结构的构建，促进持续的

探究进程和知识建构对话。为支持更广泛的协作

和探究，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整合了跨班级分享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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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支持工具。学生能够浏览其他班级学生的探

究方向和知识进展，在此基础上对共同感兴趣的挑

战性问题，不同班级的学生可以开展协作。目前，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与计算机支持的协作信息平台

“知识论坛” （Knowledge Forum）（Scardamalia  &
Bereiter, 2014）整合使用，帮助学生规划知识建构活

动，对协作对话的过程和进展进行可视化反思。 

（二）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的功能设计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的一个核心功能是帮

助学生反思他们关注的探究问题和方向，形成班级

需要聚焦的集体探究问题和具体主题（见表一）。

图 1展示了五年级科学课堂关于人体系统的探究

项目。在四年级科学课中，学生学习了生态系统，

包括食物链等概念。因此，学生在探究初期提出了

很多与食物和能量有关的问题。在反思这些问题

的基础上，全班集体讨论共同生成了四个问题领域：

“人如何获取和使用食物中的能量？”“消化系

统如何工作？”“心脏和肺如何一起工作？”以

及“血液怎样在人体中流动？”。教师将这些问

题领域分别添加到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中（见

图 1）。每个问题领域代表一个探究的分支方向。

例如，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一个或多个问题领域

作为自己的探究方向，与有共同兴趣的学生组成探

究小组开展协作探究。随着探究的深入，学生提出

新的问题，不断拓展已有的问题领域。全班对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决定添加两个新的问题领域 “大

脑”和“骨骼和肌肉”作为新的分支方向（见图 1）。
一些学生对自己的探究方向做了调整，转向这些新

的问题领域，开展小组探究和协作讨论。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以可视化的方式组织和呈

现学生的在线讨论，支持学生跟踪和反思探究进展。

本研究将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探究主题持

续进行的在线对话定义为一支共享的集体思维脉

络。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按照帖子发表的时间和核

心成员对在线讨论进展进行可视化。图 2展示了

部分学生围绕“消化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展开的

讨论。在这一集体思维脉络中，学生从一月到四月

（见图 2的横轴）共发布了 22个帖子。随着探究的

展开，参与讨论的学生成员可以使用集体思维脉络

图谱的“思维进程”工具，反思在线讨论中获取的

知识进展，提出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思维进程反思

包括三部分：“研究主题和问题”“我们产生的重

要想法”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为了帮助学生和教师反思探究项目的集体知

识进展，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提供了多支思维脉

络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学生或教师可以选择若干

思维脉络，生成关于这些思维脉络的全局性图谱。

图 3展示了上述班级在人体系统探究生成的五支

 

表一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的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功能描述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探究项目

管理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项目是一个围绕特定课程主题或者跨学科问题的探究单元。它可以由教师辅助设置，添加对应的学生

名单作为项目成员。学生自己也可以浏览一个或多个知识建构共同体项目，从教师那里获取代码加入感兴趣的项目。

对探究方向和小组结构的共

同建构和反思调整

• 项目操作面板（见图 1）相当于集体思维脉络图谱项目的导航界面，用来规划项目的探究方向和相关的讨论。

• 探究开始时，学生点击“开放问题区”参与开放性探索和讨论。

• 根据新的探究问题和兴趣，教师和学生添加探究“问题领域”（wondering area）。每个问题领域都有一个或者多个讨论

主题，每个主题的网络讨论以可视化方式呈现，组织为随时间延伸的集体思维脉络（idea thread）（见图 2）。

• 每个学生选择一个或多个问题领域，设置自己的关注点。

• 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活动雷达”追踪每个探究方向或思维脉络下的成员参与情况。

思维脉络的可视化反思

• 每条思维脉络分支代表学生围绕一个探究主题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的知识建构对话。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按照帖子

和时间与作者对讨论进展生成可视化图示。学生可以查看自己和同伴在不同时间贡献的帖子，做出回应，开展对话。

• 每条思维脉络下，学生可以通过“思维进程（Journey of Thinking，JoT）”（见图 2）工具反思他们在讨论中取得的知识进

展。反思包括三个部分：“我们的研究主题和问题” “我们的主要想法”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若干思维脉络，生成这些思维脉络的全局性图谱（见图 3），反思知识进展的全貌以及不同探究方向

之间的联系。

跨班级、跨项目分享协作

跨项目共享空间支持不同班级之间的分享和协作。教师可以结合本班的探究项目主题，查询不同学校和不同班级开展的

探究项目，发送“伙伴连接（buddy connections）”邀请，开展跨班协作。参与跨班协作的学生能够看到伙伴班级的探究主

题、思维脉络以及思维发展历程的总结，提出挑战性的讨论问题，发起跨班级讨论：“超级对话（super talk）”（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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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思维脉络，横轴为在线讨论的时间范围，纵轴

为围绕不同主题形成的共享思维脉络。脉络 2 的
讨论启动最早，另外四个主题讨论陆续开展，脉络

5（关于骨骼和肌肉）出现最晚。每支思维脉络包括

主题、发帖数量和参与人数等基本信息，每个小圆

点代表学生的一个发帖，每两个发帖之间的连线表

示回应关系。纵向的跨越不同思维脉络的连线代

表这些不同主题讨论所共有的帖子，即同一发帖涉

及多个探究主题的内容，可以在不同思维脉络之间

建立关联。学生在关于心脏与肺、血液和脑的讨

论中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关联（见图 3）。利用全局

思维脉络图谱，学生可以反思共同体知识建构的全

貌以及不同探究方向之间的联系，思考如何进一步

改善他们之间的协作互动。

除了支持每个班级内部的协作探究，集体思维

脉络图谱系统还可以支持跨越不同班级、不同探

 

图 1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的探究方向规划面板 

 

图 2    学生利用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生成一支共享思维脉络和思维进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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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的协作互动，促进更广泛的知识建构。共同

体内部的协作和跨共同体的互动是知识建构系统

的两个层面：共同体内部的协作是基础，跨越不同

班级、不同探究项目的互动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

和提升（Zhang & Chen, 2019）。集体思维脉络图谱

系统为跨越共同体协作提供了一个“元空间”，具

体包括如下两种互动方式：

1）通过“思维进程”反思短文总结和分享探

究进展：随着学生在各自班级开展协作探究和对话，

小组核心成员反思相应问题领域中的探究，并借助

“思维进程”工具共同撰写思维进程的反思短文。

每个反思短文总结了学生们围绕特定主题的一系

列网络发帖中的知识增长。本研究把这种反思短

文称为“超级帖子”（super notes）。这些反思短文

的内容能自动与各个协作班级的成员分享，以便了

解彼此的探究方向、知识进展和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图 4展示了几个五年级的班级围绕人体系统

建立的跨班协作空间。每个班的学生都可以看到

其他班的探究问题和方向，访问协作班级的思维进

程反思短文。通过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提供的关键

词搜索工具，学生可以查找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思维

进程，了解彼此的知识进展和确定共同感兴趣的探

究问题。

2）通过跨班“超级对话”开展协作探究：针对

共同感兴趣的、具有挑战性的探究问题，协作班级

发起跨班对话——“超级对话”（super talk）。这

种“超级对话”主题通常由学生构思，而后由教师

审核和设置，一旦获批将成为协作班级共同参与的

探究领域（图 1呈现了一个对话主题）。在各个班

级关于人体系统的探究中，有学生提出了一个涉及

不同人体系统的综合问题：“人是如何成长的？”

这个问题被设置为“超级对话”主题，其它三个班

级中关注这个主题的学生也参与进来。这些学生

组成新的探究小组，在所在班级探究的基础上围绕

多种视角（如肌肉骨骼、消化吸收、脑机制、睡眠、

细胞分裂、青春期等）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究，

以解释人的成长过程（Yuan et al., 2022 in press）。 

五、创造性探究的课堂研究与反思

以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和知识论坛为技术

支持，课题组在北美三所小学的科学课堂中开展了

多年的基于设计的研究项目，探索如何帮助教师和

学生共同组织创造性探究。在这些研究中，课题组

以丰富的课堂数据分析学生在教师支持下共同生

成集体探究结构的过程和机制，考察这种动态探究

组织方式对学生知识建构过程和效果的影响（Tao &
Zhang,  2018,  2021;  Tao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2）。 

（一）为创造性探究提供动态的引导和支持

如前文所述，创造性探究面临的挑战是探究过
 

图 3    多支思维脉络的全局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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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动态开放性与预设结构的课堂组织和引导之

间的矛盾。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以及相关的集

体思维脉络图谱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途径。一

方面，这种方式鼓励学生生成探究兴趣、问题和想

法，以此作为深化探究的基本动力源。学生有机会

在感兴趣的问题和方向上开展多元探究，各种奇思

妙想都得到尊重。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建构共

同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反思探究问题和方向的

重要性和可能性，共同生成全班同学都关注的探究

问题领域、探究分支和小组协作方式。这些共同

构建的探究结构以可视化的技术表征和课堂实物

呈现，学生个体和小组可随时查看，教师也能使用

这些共同构建的结构了解学生的参与情况，跟踪个

体、小组和整个班级的探究行为和知识进展。借

助这些内发生成而后加以外化表征的集体探究结

构，传统教师的课堂指挥和控制角色可在很大程度

上转化为学习共同体的自我组织和协调。这样的

课堂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深入观察会发现学生

在有目和有秩序地推进协作探究的进程。

采用集体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方式组织课堂

探究需要改变传统的系统化教学设计思路，即从教

师为主的预先设计（prescriptive design）转变为自下

而上的、涌现生发的协作参与设计（emergent co-
design）。这种设计过程类似建筑学的“兴趣路径”

（desire lines）策略：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们对公共空

间的使用偏好，景观建筑师会花一段时间邀请人们

在需要设计的空间内随意行动，用户会在其中形成

自然踩踏的路径，后续设计师将其作为设计蓝图的

基础铺设路面（Lidwell et al., 2010）。学生认知能动

性驱动的创造性探究也可以参照这种设计思路。

本研究总结了教师和学生在创造性探究不同阶段

承担的主要角色（见表二）。需要强调的是，这四个

阶段和角色不是固定或线性的，教师需要结合知识

建构的核心原则以及特定的教学情境设计出满足

实际需求的教学实施过程。 

（二）参与集体探究结构的构建激发学生的主

体性

在组织创造性探究和规划知识建构教学时，教

师担心这样的探究模式操作起来难度大，学生没有

能力达成这样高的期望和要求。然而，在大量课堂

研究中，本研究发现学生所释放出的认知潜能和集

体责任感远超教师的预期。借助创新的课堂设计

以及集体思维脉络图谱和知识论坛等提供的支持，

即便是小学生也能在教师的帮助下发挥认知能动

性，参与集体探究结构的反思生成和动态重组：

1）以共同生成的集体探究问题领域等组织整个班

级的探究目标和方向；2）通过多轮、多层级（个体、

小组和集体）的反思生成探究过程的模型（包括问

 

图 4    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支持不同知识建构共同体的协作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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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初步想法−研究−对话−改进想法−生成新问题），

引导学生高质量参与; 3）  在集体探究问题领域的

基础上，学生确定自己的探究焦点，按照共同兴趣

形成动态探究小组，支持思维碰撞和互动。随着探

究的进行，学生的兴趣和知识联系发展变化，他们

必须重新审视集体的探究方向、过程和分组形式

（Tao & Zhang, 2021; Zhang et al., 2022）。集体思维

脉络图谱系统的支持能够帮助学生和教师较好地

可视化各个探究方向的知识进展，反思探究历程和

进一步明确探究方向，调整和拓展集体探究的目标

（Zhang et al., 2018）。通过构建动态的集体探究结

构，学生有机会参与协作探究的核心决策过程，发

挥自己的认知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研究结果有

助于理解学生驱动的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开展并取

得良好的效果，也促使教育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重

新思考相关教育改革的可能性。 

（三）师生共同规划的创造性探究可以促进学

生系统深入的知识建构

在教学改革的讨论中，研究者担心开放的探究

活动难以掌握系统的知识，集体思维脉络图谱支持

的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一方面，在共同生成探究方向的过程中，学生能够

以开放的心态考虑多种多样的问题和想法，推动探

究过程的开放拓展。而反思集体探究方向时，教师

和学生可以参考课程目标的要求，共同探讨这些探

究问题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学科核心问题和概念上

构建共同探究的问题领域，引导学生协作和参与。

另外，ITM中的探究脉络图谱和分析工具可以帮助

学生对知识进展情况进行反思监控，思维进程反思

工具可以促使学生总结对核心概念理解的进展以

及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同时，不同探究小组和

班级之间可以互相分享思维进程，互相补充形成更

全面的理解。研究表明，基于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

成方法和集体思维脉络图谱系统支持的协作探究

可以促成更高质量的知识建构，具体包括：1）带来

更深入的探究过程、更全面的探究内容、更活跃的

知识建构对话和交互；2）支持更有成效的在线对话

类型（如提出更多深层次问题、构建更多理论以及

形成更多整合的理解等），促进不同探究主题之间

的关联；3）帮助学生形成更科学和更复杂的理解

（Tao & Zhang, 2018, 2021; Zhang et al., 2018, 2022）。
在以往知识建构教学效果的研究（Chen & Hong,

 

表二    师生在动态创造性探究中的协作参与设计

动态探究过程 教师角色 学生角色

初期参与和自由探索 • 根据课程目标确定探究主题，考虑与学生日常生活和社会

普遍关注问题之间的关联，组织探究的启动活动，激发学生

的探究兴趣和热情；

• 为学生营造安全的协作共享文化，设计相应的集体活动鼓

励学生分享想法和问题；

• 根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准备相应的学习资源，支持学生自

由探索。

• 积极参与教师引入的启动活动，思考感兴趣的问题，生成

初步的想法，并与同伴分享；

• 基于感兴趣的问题和想法以及老师准备的相关资源启动

最初的自由探索。

结构生成与协作探究 • 组织集体反思和讨论活动，根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确定共

同体协作探究的问题领域，协助学生描述探究的问题目标，

设置相应的在线研讨空间；

• 关注个体和小组的探究进程和集体知识进展，了解个体和

小组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

• 组织对话活动，支持各个小组和整个班级内部的知识进展

反思和分享，关注不同主题的学生就共同的兴趣建立知识

连接，促进跨越小组的问题和想法的产生。

• 在教师的帮助下与同伴一起反思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之

间的关联，形成囊括这些个体问题的集体探究方向，并尝试

用更科学的词汇描述和表达；

• 与探究兴趣相同的同伴组建探究小组，规划小组的探究活

动并开展协作探究，形成和改进关于小组核心问题领域的

想法，推进思维的深入，产生更深层的问题。

反思进程、重组探究 • 活动反思要围绕不同探究方向的知识进展和涌现的深层

次探究问题，设置相应的在线空间；

• 帮助学生发现新的观点、新的探究问题，组织集体反思活

动,更新和调整协作探究方向和分组方式。

• 围绕集体探究方向反思个人和集体的知识进展，明确需要

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新的兴趣方向；

• 根据自己的兴趣调整探究小组，或形成新的小组，开展更

深入的探究。

整合升华与应用分享 • 观察和反思学生探究中出现的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和思

想，关注他们与现实问题和真实挑战之间的关联，组织知识

整合和分享活动，为学生准备相应的资源。

• 反思整个探究历程和知识进展，凝练“大想法”，设计和

制作相应的知识产品。

• 将探究过程的知识进展与班集体内外的其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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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基础上，这些研究为创造性探究的有效组织

提供了更透明的方法，也检验了用这种方法促进系

统掌握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六、结语

为了培养具有知识创新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下

一代公民，课程和教学改革需要探索如何在课堂实

践中整合创造性探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当前我

国学校教育情境中实施创造性探究面临的两大突

出矛盾，提出了一种创造性探究的课堂组织方法：

集体探究结构反思生成，并基于这种理念和方法设

计开发了面向创造性探究的技术系统：集体思维脉

络图谱。课堂研究表明，共同生成的集体探究结构

能够为创造性探究提供动态的课堂引导和支持，激

发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推动探究

过程的开放延展和持续深化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知

识建构。

本文最后讨论了集体思维脉络图谱项目对于

我国课程、教学改革以及技术工具开发的启示。

从课程角度来说，基础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以及相关

课程的改革应该针对核心学科内容让学生参与真

实的探究和问题解决过程。从教学角度来说，为了

促进学生认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教师需要改

变流程化探究式教学的组织方式，更多地从学生兴

趣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探究问题和方向，

通过灵活且持续的协作探究提升课堂实践的思维

活力和创造力。此外，开放、动态的创造性探究的

课堂实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集体思维脉络图谱

系统为探索开放、动态的协作知识建构环境提供

了例子，让学生成为网络探究空间的共同设计者和

主体参与者，并整合可视化工具和学习分析技术支

持个人和集体反思。期待这些教学理念、方法和

技术能为面向创新能力培养和知识创造的课程和

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协作探究式学习和知

识建构研究领域的推进提供启示。

[ 注释 ]
 

① 参见 https://idea-threa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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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Inquiry: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Support

TAO Dan1 & ZHANG Jianwei2

（1.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Futur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2.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NY 12222, United States）

Abstract: Schools need to create more open an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s to support student
epistemic agency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vides a potential model to meet
this  need.  However, current  classroom  practices  often  turn  inquiry  into  scripted  procedures, leaving
little  space  for  student  epistemic  agency  and  creativity.  This  paper  argues  for  a  shift  from  scripted
inquiry to creative inquiry and knowledge building. We elaborate on the three key features of creative
inquiry and identify the two major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creative inquiry in classrooms in China.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o  co-organizing  dynamic  and
creative  inquiry  through “reflective  structuration.”  A  new technology  system, Idea  Thread  Mapper
(ITM),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students’  reflective  structuration of  creative  inquiry  in  the classroom.
We  summarize  our  recent  research  on  the  reflective  structuration  approach  supported  by  ITM  and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um reform,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technology design.

Key  word: creative  inquiry；epistemic  agency；knowledge  building； reflective  structuration； Idea
Thread Mapper (I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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