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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内卷化是指单位投入的高密度而边际效用的减少�其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是效
率的低下、高等教育领域是学科的无效分化、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复研究等等。教育的内
卷化应引起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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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卷化已成为社会学、经济学中用来描述发展状态的高频词汇�同样�也可以借
用它来描述教育中的某些现象。比如�在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的学习效率并非总是随
着学习投入的增加而提高�高等教育领域学科过度分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教育科
学研究领域的重复投入研究等。缘于内卷化是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引入内
卷化概念来解析当前教育在发展变革过程中难以突破的困境�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我
们对教育发展研究的思路�还可以为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架构。

一、内卷化的概念
（一） 内卷化概念的来源
“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 involution�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作为一种学术用语

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由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成型�
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了争论。

康德最早区分了演化与内卷化�指出演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追求完善及与
周围环境和谐适应乃至调节环境的一种进化。而内卷化则是仅仅是在内部重复着这
种进化�使事物自身变得更加复杂而已�对其周围环境并不产生影响。戈登威泽曾用
内卷化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指出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事
物的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内卷化是统一体内部的多样性和整齐单调下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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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的发展�外岛的一些
地区借助于技术�发展高效率、大规模的工业；爪哇人由于资本、土地数量的限制及行
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慢慢的、
稳定的形成了劳动力填充型的农业模式�在这种状况下�由于能够稳定的维持边际劳
动的生产率�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从而致使更多的劳
动力投入到水稻生产中来。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他称之为“农业的内卷
化” ［1］97。
　　（二） 黄宗智教授对“内卷化”概念的阐释

黄宗智教授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理解为“劳动（力）的
边际报酬递减”�他将“内卷化”量化了�“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

图1　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和内卷

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 ［2］他
对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概念做了一个
注脚：“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
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
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力边际
产量开始递减之后。”为清晰起见�我们
把黄教授上面的这段叙述以图形来表

示�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在劳动力投入超过 Q0点之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MPL ）开

始递减�内卷化现象应出现在 Q0点的右侧［1］98。
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黄宗智的“内卷化”是和“内卷型增长”相

关联的�“内卷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他区分了“增长”和“发展”�将增长划分为
三种类型：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
是“过密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内卷型增
长”；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而内
卷型增长则是小农经济发展中最常见的现象。
　　（三） 后人关于“内卷化”的讨论

黄宗智教授对“内卷化”概念的解析使用引发了后人对“内卷化”的讨论。刘世定和
邱泽奇分析了“内卷化”的概念�指出格尔茨“内卷化”的概念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
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杜赞奇将其用于国家政权�指出“国家政权
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的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国家和社
会体系、旧有的职能；并指出它与“农业内卷化”的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
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趋势［3］。范志海通过对内卷化理论线索的梳理�得到了三
种“内卷化”的“理想类型”：第一种是所谓“农业内卷化”或“经济内卷化”�指的是农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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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第二种是所谓的“国家内卷化”或“政权内卷化”�指的是旧有
的国家或社会体系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第三种是所谓的“文化内卷化”�指的是旧的
习俗、习惯参与的社会复制与精致地定格各种秩序［4］。陈坚将其引入农村教育的研究�
从教育功能、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教育改革和教育观念等几个方面分析农村教育的
内卷化现象�指出内卷化已成为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存在机理。

二、内卷化视域下的教育
通过上述对“内卷化”概念的分析�可以将“内卷化”概述为：① 从量化指标来看�

“内卷化”是指投入与产出（产出的增加值）的关系�二者不是正比或反比�不是简单的
线性关系�当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效益递减。② 从定性来看�“内卷化”指事物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量变无法引起质变的状态。它可用来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
象�“指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某种最终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
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即系统在外部扩张条
件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 ［1］97以此理论分析教
育�我们看到教育中也普遍存在“内卷化”现象。
　　（一） 基础教育中学习时效的内卷化

在基础教育领域�众所周知学生的升学压力很大�随之而来学习时间也不断延
长。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振宇教授对1100份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仅有
3％的中学生每日睡眠时间达到8个小时�77．5％的学生每天睡6－7个小时�高达
19．5％的学生竟然每天只睡4－5个小时［5］。学生以牺牲睡眠时间来延长学习时间�
然而学习时间和学习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正比或反比关系。如果学生感觉某天精力
很好�全力学习2个小时�会发现学到不少的东西。但如果继续学习下去�学上10小
时�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精疲力竭�不但已经学不进去�而且还会忘记不少已经学会的
东西。依据“内卷化”理论�学习的投入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定限度内学习时间

图2　学习效率递减和内卷化

投入多则学习效率高�在到达最佳状态 Q0后�
则学习时间投入增加�学习效率不再增加�甚
至降低直至为零。众人皆以为学习的时间越
长越好�“铁杵磨成针”似乎成为教育界的法
宝�但实质上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尽管在一
般情况下�学习的时间愈长�学到的知识就愈
多。但毕竟每个人的学习时间都有一定的限
度�学习者的注意力有起伏、学习效率有增减。
在某个限度以内�学习效果和学习时间基本上
成正比�在限度以外就成反比。这恰恰符合“内卷化”曲线�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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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内卷化”理论�在达到 Q0点后�随学习时间投入增多�学习效率开始下降�
出现内卷化。一个人一天中所能学到的东西有一个最大极限�学习时间有一个最佳
适度点�在此点时能达到最佳效果。人会感到疲劳�这是必然的�符合人身心发展的
必然规律�谁都不能摆脱或忽视它。如果强制自己的学习时间超过最佳适度点�那时
就会发现学习效果越来越差�得到的仅仅是疲劳�学到的东西或许不增反减。此即学
习时效的内卷化。
　　（二） 高等教育中学科分化的内卷化

从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
先前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了解到�本科专
业目录共设了11个门类（无军事学）�下设71个二级类�249种专业；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共设12个门类�89个一级学科�专业目录共有专业
386种［6］。最近几年由于学科的交叉融合�又出现了很多交叉学科�高等学校依据学
科设置不同的专业�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这似乎符合社会对人才培养更加专门更加精
细的要求�但实质上是高等教育内卷化的一种表现。学科专业设置过细�易导致学生
知识面偏窄�对于专业以外的知识知之甚少或从无涉猎。学生要成才�首先要成人�
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应有宽广的知识面�能融会贯通各科知识。
诚如金耀基所言�“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于社会职业结构
之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
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
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
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着的心态。” ［7］

从“内卷化”理论来看�学科划分过细是学科内部精细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到一
定程度�在内部分化过细�则只在其内部发展�不利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世
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但要分化还需要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虽然有其质的
区别�其学科本身虽然也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它们之间决不是各自为政、孤立绝缘
的�而是存在着有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学科综合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从
另一视角看�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会发现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已
难以用来揭示错综复杂的事物或现象的奥秘�必须借助于多学科知识的参与和聚焦�
来透视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人们
都有可能也有必要不断地把相关的学科知识有机地综合起来�建立起一门门外延更
广、内涵更深并具有新质的综合学科�而这些学科无不具有知识密集性和广博性的特
点。例如�以北京大学为首�目前许多高校都在尝试学生入校时不分专业�只按学科
大类进校学习�学习一到两年后再选专业�这使得学生在一二年级可以广泛涉猎各科
知识�同时也利于他们日后进入专业学习后将不同学科知识进行融合。这些实质上
是为了克服学科内卷�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奠立学科深厚基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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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育科学研究中选题的内卷化
教育科学研究中内卷化也有突出表现�根据《2006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

问题年度报告》�教育研究仍集中于：① 推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② 素质教育的
理论内涵和实践策略。③ 教育科学研究的取向和方法。④ 德育研究的拓展与深
化。⑤ 课程与文化。⑥ 教育质量与教育评价。⑦ 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⑧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策略。⑨ 职业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取向。⑩ 教师队伍建
设。由此看出�教育研究的基本还是那些老问题。

以素质教育为例�在 CNKI 知识搜索中输入素质教育一词�能查到38291条记
录�从年份上看�从1989年开始到2000年对素质教育的研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仅
2000年一年就有5427篇文献�2000年以来研究有所降温；题目中含有“素质教育”
一词的硕士论文就有274篇�文献来源也不乏一些知名报纸刊物。可见�学界对素质
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实际情况是�如此多的成果并没有研究出推进素质教育的非常有
力的措施�在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领域�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对于素质教育仍没有
理解透彻�对于如何有效实施素质教育仍感到迷茫。农村教育情况也是如此�在
CNKI 知识搜索中�有关农村教育改革的文献有5877篇�仅硕士学位论文就656篇�
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领域（2131篇）�其次是成人教育与特
殊教育领域（836篇）。尽管众多学者投入农村教育研究�努力推进农村教育改革�但
是许多改革都陷入“实验－成功－推广－失败－再实验”的怪圈中�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村教育改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仅限于小修小补�
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8］更现实的是�既然如此多的学者投入了研究�也发表了为数
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没有对农村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呢？从检索到的文献
可以看出�有很多研究者的研究实际上是重复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相似性�
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内卷化而已�真正的原创性成果不多�对农村教育实践能产生直接
影响的更少。透过教育研究冰山的“两角”－－－素质教育以及农村教育的研究－－－可
以看出�教育研究表面繁荣�实质上却没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没有对教育实践产生
巨大的指导意义。教育研究也出现了如吴廷俊和阳海洪所说的“学术内卷化”现象�
教育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没有产生新的边际效应�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
人�没有新突破。

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相脱节。广大教育理论教育工作者
埋头搞理论研究�很多大学教授不愿意教课�尤其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认为那是浪
费时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帮助。长期脱离实践必然导致理论研究资源的枯竭�
研究本身已经与实践脱节�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指导实践也就无从谈起。“问题来源于
实践”�没有长期深入实践�也就不容易从实践中发现并精心提炼有价值的问题�那么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

其次是观念问题�教育研究者仅专心搞研究�缺乏强烈的研究成果转化意识或曰
教育研究的责任心�未能充分认识教育研究的价值�把它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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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转化从而有效的指导实践�研究就没有意义�至少意义缩水。
造成教育研究表面繁荣的另一原因是�教育研究者相互割裂�凭个人兴趣选题�

而不顾及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重复研究。处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研究者没有
形成一个研究团体�相互之间缺少沟通�这也造成了教育研究表面的繁荣�实质的
内卷。

三、结　　语
内卷化是经济学、社会学上一个极为有效的概念�借用它来分析教育中的现象�

我们会发现：在教育领域�内卷化也时有发生�甚至可以说是普遍存在。从基础教育
到高等教育�从教育实践到教育研究�到处可见内卷化的踪影。教育中存在内卷化现
象并不等于教育当前的境况非常糟糕�揭示该现象的存在旨在提供另一种视角来审
视教育�从而更加清醒地认识教育�看到教育发展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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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olution refers to the high-density of units input with reduction of marginal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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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evaluation of teaching i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and to
provide an assessment of teaching abilities of a teacher personally as well．Therefore�eval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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