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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思想立场经过了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ꎬ是为了超

越后现代主义对文化差异的强调ꎬ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体系剥削运作的压迫本质ꎬ以避免全球化资本主义对教育

的破坏性影响ꎮ 其思想是由其自身经历、他人影响、勤奋钻研精神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等内部因素ꎬ与资

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严重负面后果、以往批判教育学的被驯化等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ꎮ 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

多角度、动态审视资本主义教育本质的利器ꎬ也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超越课堂的教育学ꎮ
〔关键词〕麦克拉伦ꎻ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ꎻ马克思主义ꎻ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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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劳伦斯麦克拉伦(Ｐｅｔｅ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１９４８—)(以下简称麦克拉伦)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代表人物ꎬ美国批判教育学

的主要奠基者、实践者之一ꎬ也是世界范围内批

判教育学的重要倡导者ꎮ 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

替代形式是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

的主旨ꎮ 麦克拉伦对合理化存在剥削与压迫的

资本主义全球化ꎬ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教育私有化

与市场化ꎬ加剧人的物化与异化和阶级复制的标

准化考试ꎬ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ꎮ 麦

克拉伦认为他所倡导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

一种致力于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式的实践

哲学ꎬ因为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目标就是废除

阶级ꎬ建立新社会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麦克拉伦

教授与王雁博士在«中国日报»官网上发文«美
国需要脱离谴责中国的轨道»( Ｕ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ｍｏｖｅ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ｂｌａｍｅ －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力挺中国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贡献和努力ꎬ谴责美

国在抗疫上的不作为以及将责任推脱给中国的

“甩锅”行为ꎮ〔１〕２０２０ 年麦克拉伦教授与王雁博

—００２—



士在«教育研究»第 ４ 期发文«批判教育学面临

的挑战及其可能的未来»ꎬ〔２〕 重申其通过批判教

育学实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立场ꎮ 本文

的研究是建立于对麦克拉伦教授本人及其亲友、
同事进行大量访谈及查阅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和

未刊手稿的基础上的ꎮ〔３〕

一、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

除了认同学校再制不平等和不公正之外ꎬ当
代的批判理论家在许多分析的观点上其实各持

己见ꎮ 当前批判传统的论述大约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人相信可以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改革资本

主义ꎬ如亨利吉鲁(Ｈｅｎｒｙ Ｇｉｒｏｕｘ)、迈克尔阿

普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Ａｐｐｌｅ)等ꎬ一派人认为只有废

除阶级社会ꎬ实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取得社会公平ꎬ如彼

得麦克拉伦(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葆拉奥尔曼

(Ｐａｕｌａ Ａｌｌｍａｎ)、迈克科尔 (Ｍｉｋｅ Ｃｏｌｅ)、柯

里马洛特(Ｃｕｒｒｙ Ｍａｌｏｔｔ)、格兰瑞科沃斯基

(Ｇｌｅｎｎ Ｒｉｋｏｗｓｋｉ)、戴维希尔(Ｄａｖｅ Ｈｉｌｌ)、安东

尼娅达德尔(Ａｎｔｏｎｉａ Ｄａｒｄｅｒ)、理查德布劳

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ｓｉｏ ) 和拉明  法拉曼德普尔

(Ｒａｍｉｎ Ｆａｒａｈｍａｎｄｐｕｒ)等ꎮ〔４〕 无论是哪一派都希

望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ꎬ挖掘出教育过程中的反

抗因素ꎬ进而实现人的解放ꎮ 换句话说ꎬ这些批

判理论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赋予无权力者以权

力ꎬ以改变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ꎮ〔５〕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麦克拉伦的革命性的批

判教育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ꎬ而他对教

育的关怀最终仍是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自由与

解放为中心ꎮ 因为只有消灭私有制ꎬ实现公有

制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ꎬ劳动者的自主活动才能

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ꎬ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ꎮ〔６〕麦克拉伦对社会革命和解放实践持

有高度的期望ꎬ他指出:“作为我的中心理论和政

治立场我绝对不会放弃、背叛马克思主

义我也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ꎬ可以作为建构

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工程的方法ꎮ” 〔７〕但是麦克

拉伦并非从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ꎬ而是

经过了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ꎮ
(一)麦克拉伦学术立场转变的轨迹

麦克拉伦和亨利吉鲁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和 ９０ 年代初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Ｍｉａｍ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并肩作战ꎮ 他们都深受文化研究领域

的影响ꎬ致力于文化政治学部分的研究ꎬ提出批

判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ꎬ引领批判教育学向文

化政治转向的立场ꎬ当时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批判

的后现代主义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麦克拉伦

和吉鲁先后离开迈阿密大学ꎮ 麦克拉伦转至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后ꎬ他的思想

开始转往更激进的路线———他不再把自己归为

后现代主义者ꎬ而是常常把自己称为经典马克思

主义者(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ａｒｘｉｓｔ)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者(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ꎮ
麦克拉伦的学术轨迹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

段:１９８４ 年到 １９９４ 年ꎬ１９９４ 年至今ꎮ〔８〕 “可以说

我曾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ꎬ直到 １９９４ 年ꎮ 从

１９９４ 年左右我开始认真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教

育者对我的作品的批判ꎬ例如戴维希尔(Ｄａｖｅ
Ｈｉｌｌ)、格兰瑞科沃斯基(Ｇｌｅｎｎ Ｒｉｋｏｗｓｋｉ)、迈
克科尔(Ｍｉｋｅ Ｃｏｌｅ)ꎬ他们都是英国杰出的马

克思主义教育学者ꎮ 他们在欣赏我的作品的同

时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我的作品ꎮ 我在正

视和研究他们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他

们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比我的论述更有力、更深

刻ꎮ 于是我决定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著ꎬ重新定

位我的政治立场ꎬ然后也加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的

视角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阵营ꎮ” 〔９〕 麦克拉伦从未

放松过对社会主义整体观点的关注ꎬ由于对差异

和代表性政治问题的兴趣ꎬ他与后现代左派进行

了谨慎的批判性接触ꎬ并逐渐认同了上面提到的

几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ꎬ例如ꎬ左翼后现

代主义的私有化领域代表着一个社会死胡同ꎮ
沉浸在洛杉矶激进的政治文化中ꎬ他开始阅读英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ꎬ如科尔、希尔(Ｃｏｌｅ ＆
Ｈｉｌｌ)ꎬ并开始熟悉莱雅杜娜叶夫斯卡娅(Ｒａ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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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ｎａｙｅｖｓｋａｙａ)的作品ꎮ〔１０〕在一次交流中ꎬ麦克拉

伦提到:“我一开始是自发的关注马克思主义ꎬ是
一种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ꎮ 最初被诸如安东尼

奥内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迈克尔哈特(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拉涅罗潘泽瑞 ( Ｒａｎｉｅｒｏ Ｐａｎｚ￣
ｉｅｒｉ)、马里奥特隆蒂 (Ｍａｒｉｏ Ｔｒｏｎｔｉ)、塞尔吉

奥博洛尼亚( Ｓｅｒｇｉｏ Ｂｏｌｏｇｎａ)、达拉科斯塔

(Ｍａｒｉｏｒｏｓａ Ｄａｌｌａ Ｃｏｓｔａ)、弗朗索瓦贝拉尔迪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Ｂｅｒａｄｉ)这些重要的思想家的作品所吸

引ꎬ虽然我并没有在我教育学的作品中明确地引

用他们的作品ꎮ 后来我又开始关注更经典的马

克思主义批判著作ꎬ如马斯 (Ｍａｓ’ ｕｄ Ｚａｖａｒｚａ￣
ｄｅｈ)、特蕾莎修女艾伯特(Ｔｅｒｅｓａ Ｅｂｅｒｔ)的作品ꎬ
然后我开始对彼得胡迪斯(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ｄｉｓ)、凯
文安德森(Ｋｅｖ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莱雅杜娜叶夫

斯卡娅ꎬ当然还有英国教育家葆拉奥尔曼、戴
维希尔、迈克科尔和格兰瑞科沃斯基等人

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作品感兴趣ꎮ” 〔１１〕 王雁指

出:麦克拉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从他进入

学术界那一刻开始的ꎬ他个人的理论重点和立足

点的变迁ꎬ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学习、跨学

科、不断自我否定的学者形象ꎬ同时他作为批判

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ꎬ为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拓展

和发展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ꎬ尤其是引领批判

教育学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ꎮ〔１２〕

(二)从后现代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缘由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ꎮ〔１３〕 麦克拉伦认为后现代主义尊重差

异ꎬ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阶级的不平等问题ꎮ 因此

如果没有消除阶级的不平等ꎬ所有的差异也得不

到尊重ꎬ无法解决阶级宰制的问题ꎮ〔１４〕 这促使他

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从关心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差异与认同取向ꎬ转向关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和阶级分析取向ꎮ
麦克拉伦认为ꎬ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主

义”的强烈批评ꎬ已经剥夺了教育理论和批判教

育学的所有革命潜力ꎮ 对宏大叙事和普遍性的

批判ꎬ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概

念和分析被边缘化ꎬ而转向了认同和表现的政

治ꎮ 后现代主义从阶级斗争的问题中退出ꎬ默认

了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必然性ꎮ 后现代主义以

“异己的文化表现”取代阶级形成ꎬ在面对新帝

国主义时ꎬ它“急于在教育越轨的舞台上摆出一

种新颖的姿态”ꎬ却没有为阶级斗争的开放空间

提供教学处方ꎬ这包含了在资本的逻辑和必然性

下所有潜在的教育变革ꎮ〔１５〕 麦克拉伦认为ꎬ从理

论上讲ꎬ后现代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其隐含的假

设ꎬ即“文化” 已经从经济力量中赢得了独立ꎮ
这种假设就使得它无法厘清经济分配问题和教

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ꎮ
麦克拉伦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

丰富情感来关怀当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ꎬ便会认

识到种种压迫者与受压迫者的冲突皆是阶级斗

争的变形ꎬ因而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

信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内在的矛盾最终会走向灭

亡ꎬ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平等自由的新

社会ꎮ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冲突

论、劳动论、异化论等思想ꎬ对麦克拉伦的批判教

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例如ꎬ马克思

对劳动和实践的重视ꎬ使得麦克拉伦认识到人是

主动地通过实践来改变世界ꎬ从而不断地追求与

实现梦想ꎮ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ꎬ麦克拉伦

“始终站在反对资本主义滥用的立场上ꎬ支持解

放政治”ꎮ〔１６〕“在游历各国ꎬ尤其是拉美各国时我

看到了太多的普通人民的挣扎ꎬ结识了许多革命

的知识分子、教师、工会成员、艺术家、社会活动

者等ꎬ所有这些人和事都在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有

多么需要马克思ꎮ 事实上ꎬ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

现在所处的时代更需要马克思了ꎮ” 〔１７〕

(三)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鉴于后现代潮流的多元论述已被资本主义

渗透与利用ꎬ以及考虑到重视多元差异与族群认

同的激进民主的主张将使得差异性团结被分化ꎬ
反而失去了使弱势者团结的主体能动性ꎬ并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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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用为分化弱势族群的策略ꎬ也使批判教

育学沦为空谈ꎬ而失去了解放的可能性ꎬ麦克拉

伦指出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对公共教育

的影响ꎬ应该在后现代思潮下急迫地发展革命性

的批判教育学ꎬ以避免全球化资本主义对教育的

破坏性影响ꎮ 他呼吁ꎬ批判教育学必须回到马克

思主义的传统ꎬ采用历史唯物论的分析角度ꎬ关
注阶级压迫以及生活实践层面的探讨ꎬ并将他的

批判教育学思想正名为 “革命性的批判教育

学”———只有如此ꎬ教育工作者才能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开展教育实践ꎬ发展出具有革命性的民主

社会模式ꎮ 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ꎬ超越后现代主

义对文化差异的强调ꎬ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体系依

靠剥削运作的压迫本质ꎮ 因为ꎬ平行层面的文化

差异原本并不会造成压迫或歧视ꎬ文化的差异结

合垂直的阶级压迫ꎬ才是导致压迫的最根本原

因ꎮ 麦克拉伦认为ꎬ当我们忽略了结构性的分

析ꎬ我们也同时失去了主体能动性ꎮ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ꎬ麦克拉伦以恰切的方式

打开了批判教育学的新视角ꎬ他剖析我们习以为

常的日常生活ꎬ关注资本主义下的弱势群体ꎬ再
通过不断的辩证与反思过程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

的问题所在ꎮ 麦克拉伦致力于把学校发展成学

生可以开始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替代形式

(如社会主义)的地方ꎮ 尽管美国绝大多数教育

工作者呼吁在更“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体制

下重新分配经济资源ꎬ但麦克拉伦相信ꎬ只有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

主ꎮ〔１８〕麦克拉伦对于学校、教育及社会的辩证分

析方法使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以下四种

概念:(１)科学(描述资本主义如何运行)ꎻ(２)批
判(资本主义的有害影响)ꎻ(３)愿景(后资本主

义世界的乌托邦假象)ꎻ(４)战略(从这儿到那

儿ꎬ“应该做什么”)ꎮ 如 Ｂ奥尔曼(Ｂ. Ｏｌｌｍａｎ)
所提出的那样ꎬ大多数对于马克思的解释者都只

强调这些主题中的一个或几个ꎬ但是在麦克拉伦

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里ꎬ尤其是在他的著作

«学校生活»中ꎬ他阐释了这些元素的每一项是

如何地影响其他各项ꎬ并为其他各项作出贡献

的ꎮ〔１９〕

二、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形成因素

学者的认知方式除了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积

累和认知习惯ꎬ还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

关系模式:他接触了什么人ꎬ与什么人交流和学

术碰撞了ꎬ引发了什么思考等ꎮ〔２０〕 可以说ꎬ麦克

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基于麦克拉伦长期

的各地实际考察研究、理论探索的积累ꎬ还基于

他个人所在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社会关

系模式ꎮ 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这一系

列理念反映了他的成长背景与经历及其对整个

社会文化的体认ꎮ
(一)内在因素

１. 自身的经历与他人的影响

父亲的被迫过早退休并过早离世ꎬ前往美国

反对越战的经历ꎬ对简芬奇走廊(Ｊａｎｅ － Ｆｉｎｃ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的孩子及他们家庭境况与遭遇的目

睹ꎬ〔２１〕 让麦克拉伦切身感受到他们在资本主义

的大环境下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社会阶级再

制、教育资源不均等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摧残ꎮ 麦

克拉伦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ꎬ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他本人及身边的人就是资本主义

的受害者ꎮ
从一个小学教师到一个大学教授ꎬ麦克拉伦

深深感到了培养学生批判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批

判教育学必须从校园舞台跨入社会舞台的必要

性ꎮ 由于一直身在教育领域ꎬ麦克拉伦有机会遇

见、结识批判教育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保罗
弗莱雷(Ｐａｕｌｏ Ｆｒｅｉｒｅ)、亨利吉鲁、葆拉奥尔

曼等ꎮ 这些人的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吸引并影

响了麦克拉伦ꎬ使其批判教育学思想不断发展ꎮ
另外ꎬ多次深入拉美地区讲学、参与抗争游行等

都强化了他进一步发展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

决心ꎮ
２. 勤奋钻研的精神

天才出于勤奋ꎮ 麦克拉伦独树一帜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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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更非一日之功ꎮ 他

自小就博览群书吸收各家思想ꎬ十几岁的时候就

读了各种关于哲学、政治学的名家作品ꎬ受到各

种思潮的影响ꎬ几十年来书不离手早已成为他的

生活习惯ꎮ 互联网的高度发达使很多信息和书

籍可直接在网上获取ꎬ进入 ２１ 世纪的十几年来ꎬ
电脑不离手成为了麦克拉伦的另一个生活习惯ꎬ
毫不夸张地说ꎬ除了睡觉ꎬ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阅读与写作ꎬ包括吃饭的时候他都经常一

边看电脑里的资料一边进餐ꎬ他每天除了阅读专

业领域的资料还会把美国的各大主要新闻媒体

的网站都浏览一遍ꎬ〔２２〕 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里

经常能够看到当今世界发生的大事或各种政策

措施的最新数据和资讯作为论证他观点的材料ꎮ
几十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百科全书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ꎬ麦克拉伦并没有拘泥于

书上的信息或迷信书本ꎬ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ꎬ
并且批判地吸收或借鉴各种信息ꎬ然后加工、整
理他所吸纳的各种信息ꎬ形成自己的思想落于笔

端ꎮ 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惊人的ꎬ自从业以来他

的作品层出不穷ꎬ平均每年出 １—２ 本书ꎬ文章几

十篇ꎮ 在课程设置、教育政策、教育和文化运动

等领域ꎬ他撰写编辑了 ５０ 多部著作ꎬ独立或与他

人合作撰写了数百篇有关批判教育学的文章ꎬ主
题涉及诸如反战运动、多族裔劳工斗争、土著和

新殖民主义解放运动、争取环境正义的斗争、国
际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和学生行动主义等方面ꎮ
可以说ꎬ除非极特殊的情况ꎬ他每天都在写作ꎮ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让他取得著作等身的

成就ꎬ也让他在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批判教育学领

域成为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ꎮ
３. 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麦克拉伦自从教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

领域ꎮ 尽管他经常被其他学者批判ꎬ尽管他甚至

被自己的学生指责上课无趣、内容空洞ꎬ尽管他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威胁ꎬ尽管他被诋毁为

“肮脏三十” ( Ｄｉｒｔｙ Ｔｈｉｒｔｙ) 之首ꎬ〔２３〕 尽管他在

ＵＣＬＡ 被右派排挤提前离职ꎬ麦克拉伦却从来没

有放弃过将批判教育学深植于校园的理念ꎮ 他

一直心系莘莘学子与劳动阶级ꎬ不顾自己的名誉

与安危痛斥和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ꎮ
以他目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ꎬ他是不属

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的ꎬ应该说是资本主义

的受益者ꎬ但是麦克拉伦非但没有维护资本主义

的虚伪面具ꎬ反倒竭力拆穿资本的糖衣ꎬ甚而希

望打倒资本主义社会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ꎮ 以麦

克拉伦目前的学术成就ꎬ他可以不用再如此辛苦

地写作ꎬ但是他表示ꎬ人能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

很少ꎬ如果他的作品和思想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哪

怕作出一点点的贡献他就要一直以笔为戎ꎬ与资

本主义抗争到生命的尽头ꎮ 以麦克拉伦目前的

学术地位ꎬ他去某些机构随随便便作一场讲座或

演讲都能让他获得颇丰的收入ꎬ但是他却对不符

合或违背他思想立场的讲学邀请一直持拒绝态

度ꎬ哪怕收入丰厚ꎮ 相反ꎬ他却经常去拉丁美洲

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地不计任何报酬地

去给当地的学生、教师或工人团体等讲学ꎬ因为

他觉得这些地方才更需要他ꎬ才更值得去ꎬ在这

样的地方讲学或演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ꎮ 麦克

拉伦从未离开过他的讲台ꎬ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

他讲学的身影ꎮ 对于教育的热情与执着ꎬ是他即

使有时身体状况欠佳却依然继续奔走各地ꎬ继续

在发光发热的主要原因ꎮ 麦克拉伦知道教育是

百年树人的功夫ꎬ而学生更是具有无限的可能

性ꎬ唯有将批判的种子播于学生的心田里ꎬ将来

才有可能长成大树ꎬ进而开花结果ꎮ 正是麦克拉

伦对教育的强烈使命感使得他一直在无私地付

出与奉献ꎮ
(二)外在因素

１.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严重负面后果

资本主义借着全球化的背景及主要主张ꎬ合
理化其生产关系的压榨与压迫性质ꎬ导致了这样

的后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ꎻ阶级壁垒更加牢不

可破ꎻ资本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蔓延至全球ꎮ 在

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下ꎬ市场的自由经济导致社

会和经济的不平等ꎬ而教育竟成为市场自由化、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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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平等扩张的帮手ꎮ 全球化不但无法确保

政治安定与社会经济平等ꎬ反而加剧社会的动荡

和经济的差距ꎮ 当代资本主义也通过海外经济、
文化殖民的扩张来巩固财团私有的利益ꎬ实质上

是一种新帝国主义侵略ꎮ 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

表面上是维护世界和平ꎬ实际上正是为此类新帝

国主义的文化与经济侵略服务的ꎮ 在这种形势

下亟需一种基于大众斗争的批判教育学ꎬ寻求一

种社会替代方案ꎬ以取代将数字经济与全球警察

国家相结合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议程ꎮ
对麦克拉伦而言ꎬ马克思是其心中可以清晰洞视

资本主义意图的老师ꎬ也启发了他对于全球化资

本主义的看法ꎬ进而逐步提出了他的革命性的批

判教育学ꎬ一种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式的实

践哲学ꎮ
２. 以往批判教育学的被驯化

麦克拉伦认为美国资产阶级总有各种诱惑

的方式合并任何它打不败或改变不了的东西ꎮ
他认为批判教育学已经变成了它原初思想的讽

刺漫画ꎬ它原本的思想是为了更公平的社会而斗

争ꎬ为没有权利的人赋权增能ꎬ为了解放而斗争ꎬ
而现在已经被驯化、消减为“学生主导的学习方

法”ꎬ避免讨论或重新思考“社会批判和革命日

程”ꎮ
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以及对

立ꎬ促使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须要创造出

可以替代资本家资本积累的逻辑ꎬ然而ꎬ这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ꎬ毕竟这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市场运

作的不平等的社会ꎮ 因此ꎬ对于“衰弱的以及受

到驯化的批判教育学ꎬ有必要发展所谓的革命的

劳动阶级的教育学”ꎮ〔２４〕 麦克拉伦强调ꎬ这也是

为何他坚持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立场ꎬ针对社

会不公平尤其是呈现在学校体制当中的非正义

进行强烈批判的原因ꎮ 他所要澄清的是ꎬ对于财

富的分配不是易如反掌的ꎬ而是要去挖掘内在的

冲突与矛盾ꎬ并且进行讨论ꎬ进而去创造一个资

本主义之外的社会ꎬ使劳动阶级能够发展其自身

的价值ꎮ〔２５〕因此在以往的批判教育学被驯化、失

去作用、幻灭的时候ꎬ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出现

了ꎮ

三、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价值

(一)是多角度、动态审视资本主义教育本

质的利器

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揭示了资本

主义的运作本质ꎬ质疑了对任何民主社会都至关

重要的、被太多的教育家所长期回避的资本主义

教育的根本问题ꎬ使人们认识到威胁公共教育生

存的各种力量的本质ꎬ与威胁民主生存的根源相

同ꎮ 人们还意识到ꎬ资本主义不仅威胁到美国ꎬ
而且威胁到全世界和整个地球的安全ꎮ 麦克拉

伦将批判教育学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有效武器ꎬ
他的理论基础几经更迭ꎬ越发激进ꎮ 从最初的马

克思主义的启蒙ꎬ到后现代主义ꎬ最终还是回到

了马克思主义ꎬ这个螺旋上升的转变过程意味着

麦克拉伦并不是为了独树一帜而偏执于某一个

学派或是理论ꎬ而是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之后

作出的理性选择ꎮ
麦克拉伦以他所处时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ꎬ

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理论支撑ꎬ对后现代主义理

论及以往的激进教育理论进行了选择与吸收ꎬ将
他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与哲学、经济学、
政治学与社会学等一系列观点和思想进行融合

与交锋ꎬ以独特的视角对教育、政治、经济、文化

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分析ꎬ综合运用多学科

理论ꎬ站在教育之外省察教育ꎬ又时刻不忘回归

教育ꎬ这使他敏锐地把握了教育与相关学科理论

以及社会之间互动的真实现状ꎮ 在麦克拉伦的

研究生涯中ꎬ他拒绝偏执与独断ꎬ尊重多元与差

异ꎬ他不仅借鉴了欧洲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诸

多学者的知识传统ꎬ也借鉴了美国以及拉丁美洲

如巴西等国学者的理论观点ꎬ使其思想呈现出丰

富的知识结构ꎮ 作为一位富有责任感与献身精

神且具有敏锐政治视角的杰出知识分子ꎬ麦克拉

伦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行动经验ꎬ对资本主义社

会关系作出了颇具综合性的分析ꎮ 莱昂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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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ｏｎａｒｄｏ)指出麦克拉伦受到了许多优秀人物

和思想传统的影响ꎬ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激进的马

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文化

研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象征人类学、种族

和民族理论、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批判民族志和批判媒体研究

等ꎮ〔２６〕埃尔亚曼(Ｅｒｙａｍａｎ)指出ꎬ麦克拉伦的作

品植根于丰富而深刻的文献中ꎬ他借鉴了保罗
弗莱雷、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切格瓦拉

(Ｃｈｅ Ｇｕｅｖａｒａ)、路易斯阿尔都塞 ( Ｌｏｕｉｓ Ａｌ￣
ｔｈｕｓｓｅｒ)、皮埃尔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莱雅杜娜叶夫斯卡娅、埃里希弗洛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黑格尔(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约翰杜威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 )、 安东尼奥  葛 兰 西 (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等激进进步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家的观

点ꎮ〔２７〕这一系列的影响给了他“阅读文字和世

界”的视角ꎬ并让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保持批判性

的推理ꎮ
虽然过去几十年里ꎬ很多左派学者都被引人

注目的后现代理论吸引住ꎬ麦克拉伦还是努力走

出迷雾ꎬ很有勇气地从自己的作品中以及其他批

判教育理论家的作品中撤回ꎬ开始拿起马克思主

义人道主义这个武器直截了当地批判资本主义

及其视线障碍和美国的民主教育实践ꎬ回归到了

最根本、最中心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的结构和

阶级构成是如何继续建构和保护美国学校和社

会顽固的不平等的ꎮ 安东尼娅达德尔这样评

价麦克拉伦:他因炽热而勇猛的作品以及他深刻

抓住资本主义问题而在这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

影响在各地批判教育者的话语中成为重要转折

的标志ꎮ〔２８〕 编汇过麦克拉伦文章评论的学者路

易斯Ｍ韦尔塔查尔斯(Ｌｕｉｓ Ｍ. Ｈｕｅｒｔａ －
Ｃｈａｒｌｅｓ)认为“麦克拉伦是一位反思性行动的思

想开放的学者ꎮ 因为他会倾听不同的见解、关注

不同的替代方案并考虑自己的基本理念会是错

误的可能性ꎮ 我也相信麦克拉伦在他的行动中

也是负责的、诚实的ꎬ因为他敢于定期地检视、评
价这些行动并相信他可以从中学到新的东西ꎮ

对我来说ꎬ 他就是这种道德崇高的 知 识 分

子ꎮ” 〔２９〕

麦克拉伦的理论和学识的发展向我们展示ꎬ
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ꎬ他一直在不断探索建

构理解、解释世界的理论ꎮ 麦克拉伦不是一个静

态的个体ꎬ因为处于静态会让他认为世界理所当

然就该如此ꎬ就像在说这个世界是不能被改变

的ꎬ是必然如此的ꎮ 路易斯Ｍ韦尔塔查尔

斯认为ꎬ“由于麦克拉伦一直注意自己的设想与

自己的致力于社会平等、建设民主社会的价值

观、理论的关系ꎬ我们已经看到他从批判理论转

向了后现代主义分析架构ꎮ 现在ꎬ我们又看到他

从批判教育学———一个他帮助建构的理论———
转向了他所称之为的‘革命教育学’(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由此ꎬ我说他是知行合一的ꎮ 因为ꎬ
在他一直寻找不会破坏他的理论的新视角的过

程中ꎬ同时他一直生活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中ꎮ” 〔３０〕

(二)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超越课堂的

教育学

麦克拉伦的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中出现频

率最高、也最代表他批判教育学思想核心观点的

词汇之一是“ｐｒａｘｉｓ”ꎬ翻译成汉语就是“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ꎬ相当于知行合一ꎮ 麦克拉伦多年

来一直践行他所倡导的这一理论ꎬ坚持知行合一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ꎬ麦克拉伦笔耕不

辍地出版专著、发表文章宣扬其革命性的批判教

育学ꎬ〔３１〕他在世界各地讲课ꎬ积极参与各种政治

斗争ꎬ积极践行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的理论ꎮ
“我的大部分旅程都与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和政治

路线有关ꎮ 旅行和会见社会活动人士远比我自

己反思的时候给我带来更多的勇气和政治敏锐

性ꎮ 与那些在激烈的斗争中塑造了自己人生的

人见面———有些人是知名人士ꎬ有些人则是所谓

的‘无名小卒’———让我停下来思考ꎬ因为单凭

书本ꎬ你能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呢?” 〔３２〕

麦克拉伦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发

表演讲ꎬ常常受到热烈欢迎ꎬ部分是由于他的人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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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激进情怀ꎬ部分是由于他的深情和对世界

局势的变化始终保持警觉的性格ꎮ 自 １９８７ 年以

来ꎬ麦克拉伦受邀到大约 ３０ 个国家ꎬ〔３３〕 向学者、
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作主题演讲或为当地大学生

作系列讲座ꎬ并在许多情况下与听众结成积极的

联盟ꎮ 在他作为客座教授的写作和旅行经历中ꎬ
他游历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每一个大陆ꎮ 麦

克拉伦的革命性思维与集体社会专业知识的建

立有着内在的联系ꎬ因为在他的公共事务中ꎬ他
以激进的成人和大众教育的精神发展了一种革

命性的公民参与理论ꎮ 他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受

众范围ꎬ而且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政治形

成的新高度ꎮ 在他洛杉矶的家乡机构里ꎬ以及最

重要的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ꎬ他与他的合

作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政治家、社会运动积极

分子、政治煽动者和普通人一起进行了许多研讨

和对话ꎮ 许多活动都是由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

基金会赞助的ꎮ〔３４〕 麦克拉伦还与委内瑞拉的学

者建立了联系ꎬ这些学者认可他的工作ꎬ并重视

他对批判教育学的贡献ꎮ 应他们的邀请ꎬ麦克拉

伦前往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国内其他地方ꎬ向学

者和教师发表了一系列演讲ꎮ ２００６ 年ꎬ麦克拉

伦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大学(Ｂｏｌｉｖａｒ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成为客座教授ꎮ 在多次访问拉

丁美洲期间ꎬ麦克拉伦会见了乌戈查韦斯

(Ｈｕｇｏ Ｃｈａｖｅｚ) 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 Ｌｏｐｅｚ
Ｏｂｒａｄｏｒ)等重要人物ꎬ并为南北美洲之间的思想

和实践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与众多纸上谈兵

的学者不同ꎬ麦克拉伦一直处在践行批判教育学

理论的最前线ꎮ
他用自己的行动宣扬自己的理念ꎬ用自己做

得到的方式落实革命实践的精神ꎮ 路易斯
Ｍ韦尔塔查尔斯认为麦克拉伦是言行一致

的人ꎬ换句话说ꎬ他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学者ꎬ他按

照他的理论生活ꎮ〔３５〕 国际教育学学者乔金奇

洛(Ｊｏｅ. Ｌ. Ｋｉｎｃｈｅｌｏｅ)指出ꎬ简单地曝光不为人所

见的东西ꎬ说出不可言说的事件是一回事ꎬ作为

批判理论家ꎬ麦克拉伦把这种行动还推向了实践

领域ꎬ他将他的思想表达与社会和教育行动结合

起来ꎮ 拥有如此行动能力的头脑在本质上是十

分重要的ꎬ也是难能可贵的ꎬ因为它“点燃了黑暗

岁月的希望之光ꎬ在阴暗的学校地狱里点燃了可

能之光”ꎮ〔３６〕教育者仅仅关注课堂是狭隘的、悲
哀的ꎬ麦克拉伦超越了很多教育界人士对于教育

理想实现方式的想象ꎮ 理论的发展永无止境ꎬ在
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ꎬ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新的

现实ꎬ都要继续理论探索的步伐ꎮ 在这一过程

中ꎬ仅仅依靠对前人理论的继承是远远不够的ꎬ
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ꎬ麦克拉伦正是

这样做的ꎮ 麦克拉伦努力从坐而论道的理论家

成为起而行之的实践家ꎬ姑且不论其成功与否ꎬ
但他致力于教育学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之精神ꎬ值
得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ꎮ 梦想是必须通

过行动得以实现的ꎮ 这也正是革命性的批判教

育学的最终精神之所在ꎮ

四、结　 语

麦克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既是一种“乌
托邦”理想ꎬ又植根于鲜活的教育实践之中ꎬ不
过ꎬ他的教育乌托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

阁ꎬ而是基于美国社会和教育的种种现实ꎮ 麦克

拉伦提出了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ꎬ其目的就是对

抗资本主义ꎬ所以他批判的对象涉及经济、政治、
教育、文化等面向ꎮ 麦克拉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ꎬ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已

经在全球化、商品化的趋势潮流下ꎬ将人对人的

本质与尊严的自我意识吞噬殆尽ꎻ压迫产生的最

根本原因ꎬ来自于资本主义体系剥削性质的运作

方式ꎮ
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承认阶级、种族

和性别间的相互联系ꎬ但是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倾向性是极为不同的ꎮ 后现代主义教育家们

接受了市场经济而未能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

观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ꎬ在他们茫然的眼神

中ꎬ社会发展已经迷失了它的方向和可能性ꎻ他
们的社会策略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矛盾ꎻ他们在立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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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滑向了与新右派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者的意

识形态相似的个人主义的教育消费主义ꎮ〔３７〕 在

马克思主义者看来ꎬ历史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环

境中追求他们的目的的具体活动ꎮ 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目的ꎬ是不仅要解释世界ꎬ而且还要改变

世界ꎮ〔３８〕迈克尔阿普尔与亨利吉鲁的批判

理论虽然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ꎬ但是立场都不同

程度地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立场ꎬ提倡改革资本主

义ꎬ麦克拉伦虽然赞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念ꎬ
但是从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由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立

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古典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ꎬ竭力主张以其他形式如社会主义替代

资本主义ꎮ 但是以这三巨头为代表的北美批判

教育理论思想家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ꎬ那就是他

们都深化了教育的目标ꎬ使其不止于标准化的读

和写ꎻ他们丰富了教育的价值取向ꎬ使其脱离了

狭隘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ꎻ他们都在为了一个

更美好的、更公平的未来ꎬ思考并承担着教育的

使命和责任ꎮ
对麦克拉伦而言ꎬ著书立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目的ꎬ发展出真正能够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伤

害问题的学说、理论才是他的追求ꎮ 有人说麦克

拉伦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思想太“激进” ( ｒａｄｉ￣
ｃａｌ)ꎮ 尽管“激进” ( ｒａｄｉｃａｌ)一词常常带有偏见

性的贬义ꎬ然而«牛津英语词典»对 ｒａｄｉｃａｌ 的定

义还有:“根本的ꎻ基本的ꎻ彻底的ꎻ完全的ꎻ激烈

的”ꎮ〔３９〕或许ꎬ对于那些认为麦克拉伦的理论太

“激进”的人ꎬ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意思是ꎬ麦克

拉伦太接近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了ꎮ 如果

是这样ꎬ我们必须扪心自问ꎬ仅仅在外围提出问

题ꎬ不追问问题的核心有什么意义? 如果对问题

本质的接近ꎬ需要激进的思想ꎬ那么激进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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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Ｂｏｕｌｄｅｒ: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２００３ꎬ
ｐ. ３.

〔１８ 〕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 Ｒｅ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８０２—

　 ２０２２. １１学界观察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ａｎｄ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ꎬＨａｍｐ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２００５.

〔１９ 〕 Ｏｌｌｍａｎ Ｂ. ꎬ 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Ｍｅｔｈｏｄꎬ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３.

〔２０〕丁元竹:«费孝通先生写作‹乡土中国›的前前后后»ꎬ
«人民政协报»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ꎮ

〔２１〕简芬奇走廊( Ｊａｎｅ － Ｆｉｎｃ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是一个多种族

的、多语言的、高密度的多伦多近郊贫民区ꎬ麦克拉伦从 １９７５ 年

到 １９８０ 年在那里的小学教书ꎬ并基于期间的教学经历于 １９８０
年出版他的第一本日记体专著———«来自走廊地区的呐喊»
( Ｃ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ꎮ

〔２２〕笔者自 ２０１４ 年与麦克拉伦教授结识以来ꎬ每年有一个

月的时间担任其在中国讲学的翻译和助教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到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在麦克拉伦教授所在的查普曼大学访学ꎬ期间与麦

克拉伦教授及其妻子朝夕相处ꎬ笔者得以有机会对麦克拉伦教

授进行深度观察与访谈ꎮ
〔２３〕２００６ 年ꎬ一个自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校

友团体”(ＵＣＬＡ Ｂｒｕｉｎ Ａｌｕｍｎ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组织ꎬ在网上公布了

一份名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危险的 ３０ 名教授”的

黑名单ꎬ麦克拉伦的名字位居榜首ꎮ 此团体目的是通过将被认

为“不爱国”的教授列入黑名单ꎬ将左派赶出大学ꎮ
〔２５〕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ｚｏꎬ“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ｄａｇｏ￣

ｇｙꎬ” ｉｎ 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ｐ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 －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６ꎬｐ. １５.

〔２７ 〕 Ｅｒｙａｍａｎꎬ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Ｙｕｎｕｓꎬ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Ｅｎｇ￣
ｌｉｓ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６ꎬｐ. ６.

〔３１〕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 ２０２２ 年ꎬ他出版了 ４５ 本书和

数百篇学术文章和章节ꎬ为一百多本书撰写了序言、刊后语、介

绍、结束语、编后记ꎬ这些文章和章节被翻译成土耳其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汉语、韩语、波兰语、俄语、希腊语、德语等等 ２０ 多

种语言ꎬ他的作品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土耳其、希腊、中

国、波兰、匈牙利、德国、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巴勒斯坦、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等国家都受到对批判教育学感兴趣的人们的关

注ꎮ
〔３２〕Ｄｅｒｅｋ Ｒ. Ｆｏｒｄ. ꎬ“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ｄａ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ｅｒ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ｍｐ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ｐｅｔｅｒ － ｍｃｌａｒ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ｈｔ￣
ｍｌ＃. ＸＴ６ｇｓｉ２Ｂ３ＦＱ.

〔３３〕从麦克拉伦教授提供给笔者的简历中统计而出ꎮ 这些

国家包括:瑞典、澳洲、南非、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巴基

斯坦、巴勒斯坦、以色列、英国、德国、韩国、墨西哥、古巴、委内瑞

拉、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其中许多国家他多次访问ꎬ有些国家他

定期访问ꎬ例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ꎮ
〔３４〕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基金会是一个由一群墨西哥的教

授和教育活动家发起和发展的非营利组织ꎮ 这个基金会的成立

是为了推进一些目标ꎬ包括在墨西哥和美洲培养和发展革命批

判教育学ꎬ开展行动研究项目ꎬ组织会议ꎬ建立批判教育学中心ꎬ
建立公共论坛ꎬ进行辩论、讨论和政治活动ꎮ 该基金会目前正在

用西班牙语出版一本名为 Ａｕｌ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的杂志ꎬ并计划出版葡萄

牙语、法语和英语版本ꎮ
〔３７ 〕 〔３８ 〕 Ｊｕｎｒｕｉ Ｃｈａｎｇꎬ Ｃ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Ｙａｎｇꎬ “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ｃＬａｒｅｎꎬＰｅｔｅｒ ＆ ＦａｒａｈｍａｎｄｐｕｒꎬＲａｍｉｎ (２００５)ꎬ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ꎬ
ＬａｎｈａｍꎬＭａｒｙｌａｎｄꎬ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６ꎬｐ. １３２.

〔３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牛津英语词典 (第四版增补

本)»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２２４ 页ꎮ

〔责任编辑:刘　 毅〕

—９０２—

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的思想立场、形成因素与价值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