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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生命教育的理念，学者们从关注生命与教育的内在

关系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生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既有对西方及港台生命

教育的介绍，也有国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探索；既有宏观的理论观念的碰撞，也有微观上课程设

置、实证数据的分析，可谓纵横交错、蔚为壮观。但是，生命教育研究的进展如何，怎样保持理论旺盛

的生命力则是现有生命教育研究比较缺乏的。为回顾和反思生命教育的研究现状以更好的展望和规

划未来生命教育的发展趋势，本文对网络数据库中有关生命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检索，发现在中国知

网和万方数据平台中以“生命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分别检索到4605条相关文献和835篇硕博士

学位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的馆藏中以“生命+教育”为条件共检索到藏书85册。上述数据收集的截

止日期皆为2016年7月。

通过对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

与生命教育相关的文献在2004和2012
年期间呈“爆发性增长之后持续在高

位运行”趋势（见图 1）。由此说明，生

命教育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关于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评述

—— 基 于 文 献 分 析 的 视 角

葛莹莹

内容提要 自我国引入生命教育的理念以来，教育理论界就把生命教育作为学术的生长点，保持着持

续的关注。本文旨在从理论、实践和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对我国生命教育研究作基本概述，评述生命教育

研究的现状，提出发展生命教育研究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文献分析 发展研究 生命教育

葛莹莹，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 210046

图1 1997-2015年生命教育研究文献分布图

本文为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高校思想政治课为载体的生命教育路径研究”（项

目批准号：2016SJD71021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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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为了便于了解生命教育研究的具体情况，特对文献进行了归类，并对理论研究、实施路径

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一、突围与绽放：生命教育的理论、实践与跨学科研究回顾

生命是一切发展的起源，人的生命在所有生命体存在中又是最具有超越性的。马克思指出：全部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1]。人类生命在追求进步和卓越的过程中，需要依靠

教育启迪智慧和提升生命价值。然而，现代教育淹没在功利化和工具化的硝烟中，忽视了生命最本真

的追求。生命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出重围，致力于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光彩。

1. 理论研究

对生命教育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在西方社会的死亡学和死亡教

育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并对生命教育理论做了深入思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

生命教育的逻辑起点讨论的是生命教育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生命教育逻辑起点的思考，

人们不仅能够了解生命教育的起源在哪里，同时对理解生命教育的内涵体系和实践路径也有很大的

帮助。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探讨生命教育之时对其逻辑起点进行了思考和阐述。刘济良在《生命教

育论》一书中指出，“正确处理好个体生命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生命教育论的一个基础性问题。”[2]他

认为教育是一种对人进行培养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所以教育和

人的个体生命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冯建军在《生命与教育》一书的伊始也对教育

与生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人是教育的根源，教育是关乎人的教育，并且直指生命是教育的原

点[3]。此外，很多研究生命教育的学者都追随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的思想，认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

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

的一种事业”[4]。由此可见，教育理论界一致认为个体生命与教育的关系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2）生命教育的内涵问题

一个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完善不光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会提升其学术深度。生命教

育作为一个“舶来品”，其内涵的开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使得当代生命教育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死亡和安全教育，发展成为促进学生生命健康、提升生命价

值的教育理论思潮。

钱巨波认为生命教育有三重内涵：一是教育要关切生命的整体性和主体作用；二是教育要遵从人

生命成长、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的需求；三是教育最终要培养人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促进生命品格[5]。

刘济良认为，对生命教育的探索应从我国教育的实况切入，强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忽视的方面，提

倡生命的个体性、完整性、过程性和人文性[6]。冯建军在《生命化教育》一书中指出，生命教育的基本内

涵应该包括认识生命、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和体悟生命的意义[7]。郑晓江认为，对我们民族来说，生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7页。

[2]刘济良：《生命教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叶澜：《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5]钱巨波：《生命教育论纲》，〔南京〕江苏教育研究1999年第4期。

[6]刘济良：《生命教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冯建军：《生命化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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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已经觉醒，故生命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珍惜生命的本能层次，应该从教育学生珍爱自然生命入手，

到达精神层面的生命，并最终追求价值层面的生命[1]。还有论者指出，生命教育就是有关生命的教育，

包括生命知识的教育、生命关系的教育和生命价值的教育[2]。

由此可见，生命教育内涵是有多重维度、多种理解的，每种观念都在力证自己的价值，人们如何去

做出选择，并在教育过程中指导实践，现有的文献在这方面还关切较少。

（3）生命教育的内容体系问题

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在内涵上深入的探索，而且需要有关切的内容研究。就生命教育

的研究内容体系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的差异以及研究的着眼点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

不同。

王北生从化解生命焦虑入手，提出人的生命由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价值生命和智慧生命四个部

分组成，生命教育应该与生命的四个组成部分相对应，建立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教育、生活态度与健

全人格教育、理想信仰与真善美教育、科学艺术与创新精神教育的生命教育体系。生理健康教育、生

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涯教育、道德教育、环境教育、艺术教育等都涵盖在生命教育的体系中，以生

命的逻辑递进规律逐步展开[3]。郑晓江从现代生死哲学的角度，认为死亡只是生活的终止，而人的生

命譬如血缘亲缘生命、人际社会生命和超越精神生命则是可以永存的。他提出生命教育的内容应该

主要包括人文生命之性质、价值与意义的教育两个方面[4]。许世平从人本位的教育取向出发，认为生

命教育包括生存意识教育、生存能力教育和生命价值升华教育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是逐层递进，相互

联系相互渗透的[5]。

2. 实践路径研究

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历来是生命教育研究的重点。很多研究者就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提出

不同的看法，使得生命教育的路径研究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教育家、学校管理者、学科教学人员、教育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等都从自身的角度参与到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中。

（1）从实践的类型来看，课程方面的研究是实践路径研究的主流

研究者在思考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会涉及到课程设置的问题。有论者指

出，学校教育一些学科中具有生命教育的内容，可以运用学科渗透的方式，而不必单独设科，增加学生

的学业负担。文雪在研究中表明生命教育的课程是随机的、可以整合的，在具体实施中可以在学校教

育进行各学科的统整和关联，实现生命教育的目标[6]。李芳认为生命教育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应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多渠道整合资源开展。在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课程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都可以

渗透生命教育[7]。

有论者则从生命教育实施的效果出发，提出单独设置课程的建议。冯建军认为虽然有些学科的

内容可能和生命教育的内容会重合，但是每个学科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生命教育有其不可替代的独

特性，学习生命知识、掌握生存技能只是它的一个目标，生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反

[1][4]郑晓江：《生命与死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第15、149页。

[2]王晓虹：《生命教育论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0页。

[3]王北生：《生命的畅想：生命教育视域拓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5]许世平：《生命教育及层次分析》，〔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02年第4期。

[6]文雪：《生命教育论》，〔济南〕《山东教育科研》2002年第9期。

[7]李芳：《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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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升华，这些都是在学科渗透中无法实现的，必须单独设置课程[1]。

还有论者秉持生命化的教育观念，认为应该两种方式并行，一方面开设单独的生命教育课程传授

知识，实现课程目标；另一方面在整个教育环境中宣传生命教育理念，在各个科目中都以启发生命的

方式进行教学，全方位、多维度地实现生命教育的理想。

（2）从实践的载体来看，多个路径融合成为实践路径研究的指向

生命教育的研究中，学校教育并不是实现生命教育价值的唯一载体，积极拓展校内外的生命教育

途径，多种载体融合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有论者指出生命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家庭、

社会、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参与，形成四元合力的教育模式，才能保证生命教育的实效性。家庭教育是

生命教育的起点，在人的成长中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生命教育不从家庭教育入手，不邀请家庭的参与，

会导致学校生命教育成果的弱化甚至消除。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滋养平台，提供生命的真实体验，

能巩固学校生命教育的成果。高校是生命教育的主阵地，担负着给学生传递生命知识、提升生命意

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职能。大学生作为生命教育的主体，必须发挥学习者主动参与的力量，实现

自我生命认识、领悟、转化、调节、评价和成长[2]。

以网络为载体的生命教育研究逐渐走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研究趋势与时代背景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息息相关。有论者指出，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生命教育的范式从单一的实体教育走向了虚

拟时空中。在这个特定的载体中，生命教育有了全新的格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对象不断扩大，以

相互渗透的方式扩大了生命教育的影响力[3]。

3. 跨学科研究

经统计分析发现，对生命教育的研究有3989篇是立足于教育学学科视角，占文献总数的86.62%，

排在第一位；立足体育学科视角的为124篇，占文献总数的2.69%，排在第2位；立足医学教育视角的

表1 生命教育研究所属学科领域统计

学科领域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初等教育
职业教育

体育
学前教育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

外国语言文字
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字
哲学

社会学及统计学
政党及群众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

伦理学
公安

基础医学
中国文学

文章篇数
1560
1192
624
246
214
124
87
83
66
64
58
45
36
28
24
22
18
17
11
8

学科领域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新闻与传媒
生物学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文化

音乐舞蹈
文艺理论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美学
临床医学

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旅游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宗教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法理、法史
世界文学

军事
精神病学

文章篇数
7
7
7
6
6
6
5
4
4
3
3
3
3
2
2
2
2
2
2
2

[1]冯建军：《生命教育实践的困境与选择》，〔北京〕《中国教育学刊》2010年第1期。

[2]褚惠萍、庄蕾：《论大学生生命教育四元模式》，〔哈尔滨〕《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年第11期。

[3]唐露萍：《根植交融：渗透性生命教育的存在途径》，〔太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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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1篇，占文献总数的 2.19%；而立足心理学学科视角仅为 58篇，立足哲学研究视角的仅为 36篇。

可见，生命教育研究仍以教育学学科视角为主，心理学、哲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较少，这不得不说是一

种遗憾。其他学科对生命教育研究参与的匮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命教育研究的发展，它使

得生命教育研究问题单线条化，研究成果趋于同质化。

二、审慎与发展：生命教育研究的评述

1. 有关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来看，经过了近20年的积累，在生命教育的理论领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涌现出了一

批生命教育理论专家，在生命教育的内涵和内容体系方面不断探索，形成了一些差别化的理解。但

是，各种观点的影响力差别巨大，生命教育的价值导向占据了主流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教

育在工具化、功利化的背景下陷入了困境，生命的向度点燃了教育理论研究者心中的光芒，成为中国

教育的基本进路。很多研究者在生命教育的价值纬度上不断挖掘，产生了泛教育化的倾向。当然，这

也是生命教育领域多种学科参与度不一，教育学科占绝对主导的情况所致。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

景下，重谈生、轻论死，导致生命教育的死亡纬度研究篇幅很少。因此，要大力加强生命教育的理论建

设，鼓励研究者多学科深入探索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保持生命教育发展的后劲。

2. 有关实践路径研究的问题

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学者对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存在冷热不均的情

况。有研究表明，关于生命教育的内涵、内容及意义的研究文献是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主要关注点，文

献占总数的65.75%，远远超过了实践路径研究（34.25%）。这样的现状导致生命教育的理论成果落地

很少，实践过程中步履维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生命教育的价值定位有关。如前

文所说，当生命教育的价值定位在泛教育化的倾向时，出现了“生命”万能论的情况，使得实践研究者

无所适从。路径的探索上，追求多渠道、全方位，不断的挖掘新的载体，几乎成为实践研究成果的固定

模式。另一方面，与生命教育的研究方法单一有关。从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上看，文献法和比较法占

主导地位，而实证研究、行动研究较少。因此，在学科研究科学化的理念下，应该增加生命教育中定量

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明晰生命教育实践的效果。同时，也可适当运用质化研究方法譬如个案研究、人种

志研究等来进行生命教育研究，专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和成果，提供多重资料来深化生命教育研究。

3. 研究现状的审视

和台湾的生命教育成效相比，尽管我国从 20世纪 90年代就开始关注生命教育，但是推行缓慢。

究其原因，主要是台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而大陆地区是先由上海、辽宁、江苏等各个地区、各个

学校先行实施，然后才引起了国家的重视。2010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首次将生命教育列入2010年至2020年的教育重点工作，纲要的发布使得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

加速度，继而打开了我国生命教育的新局面。

近 10年来，生命教育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呈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不论是著作成果、期刊论

文，还是学位会议论文数量都比较可观。不论是叶澜教授创建了十余年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还

是冯建军、刘济良等一批生命教育研究专家，都带领着生命教育的研究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在

生命教育大繁荣的背景下，还必须关注生命教育的研究质量以及实践成效，在不同的阶段去回顾和审

视生命教育研究成果，谨慎地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要达成一个“共识”，更要使得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在其中获益，建设一个教育的“生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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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与超越：生命教育研究的若干建议

随着我国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教育中关注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为生命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在生命教育蓬勃发展了十余年后，要深化生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命

教育研究的繁荣，超越欧美、港台的生命教育成效，还需作以下努力：

1. 鼓励学术争鸣，完善学术交流平台

生命教育的理念从西方引入我国之后，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学术界有

了很多的探索。理论要成熟完善，必须经历百家争鸣的过程，因此，生命教育要加强宏观上的逻辑思

考以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鼓励每个潜心研究的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在今天知识高度分

化的环境下，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知识的创新，难度很大，必须建立团队并且有完备的学术交流

平台。可以通过召开学术年会、专题会议、设置学术沙龙等形式，促进思想的碰撞，就具体问题进行深

入的交流和研讨，同时也应该鼓励和支持生命教育学者、专家参加欧美及港台地区的生命教育研讨

会，如ADEC、AAS等，加强学术合作，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推动生命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前行。

2. 加强实践层面的研究，提高生命教育实效

生命教育作为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重点工程，需要在实施途径与方法上作更艰苦的探索，研究

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加强微观研究上。一方面，应“扬长避短”。提倡对已有实践成果进行介绍，挖掘一

批先行地区和学校的实践经验，研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生命教育的全面推广积累经验。同

时，对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实施等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另一

方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探索生命教育实践路径。譬如，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实施现状

的调研和评估，为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数据支持，或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度描述

以便发现生命教育的关键点。

3. 倡导生命教育的跨学科研究，加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人的生命是生物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在生命中，人类—文化、生命—自然、物理—化学彼此之间

不再是互补沟通的，而是相互融通的[1]。生命的复杂性、多维性让生命教育研究在学科视角方面要多

方向探索。如前所述，在研究立足的学科视角方面，生命教育研究以教育学相关学科为主，虽然医学、

心理学、哲学等相关专业领域亦对生命教育问题有所涉及，但数量有限，影响力甚微。因此，未来生命

教育的研究要强化跨学科研究，有效整合医学、哲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

步推动生命教育研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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