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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和师范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

分，两者都是培养教师的教育，但两者有何区

别和联系，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从历史发展

来看，由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变革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从概念演变、本质特征、目标

追求、管理体制、专业设置等方面，准确认识

两者的关系，对加快实现由师范教育向教师

教育的变革，促进教师教育的科学发展有重

要意义。

一、从概念含义的联系和区别看由师范

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教育”一词最早出自《孟子·尽心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在古代中国浩瀚

灿烂的文化中极其少见。古代人谈论教育问

题，更多的是用“学”，然后是“教”，再次是

“育”。近代在著作题目中最早把“教育”两字

连在一起的首先是梁启超于 1902 年发表的

《教育政策私议》和《教育当定宗旨》，之后是

容闳于 1909 年在纽约出版的《西学东渐记》

中的第十六章“予之教育计划”。［1］在蔡元培

于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

“教育”完全代替了“学”、“教”和“育”，成为

普遍的词组和概念。

“师”既可指教师，也可指老师、教习、教

书先生等。“教师”作为词组也是近现代的产

物，中国古代只有“师”和“老师”概念，没有

“教师”概念。老师在古代最初指年老资深的

学者，如《史记·子荀卿列传》中写道：“齐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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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把教学生的人

也称为“老师”，如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

一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

性，说字惊老师。”近代中国较长时间对教育

者的称谓大都还是“师”、“师者”、“教习”、

“教员”，很少有“教师”词组。在近现代文献

中查到的较早把“教师”两字结合在一起的是

徐特立1947年的《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

论小学教师和土地改革》。［2］此前，盛宣怀、

梁启超等的著作对教育者的称谓使用的主要

是“教习”，蔡元培在 1917 年的《就任北京大

学校长职演说》中也只有“教员”，没有“教

师”。只有在张骞 1902 年的《通州师范学校

议》使用了“教育”、“学校”、“学生”等词组和

概念。

教师应该是老师，但未必是受人尊敬、

心悦诚服的老师。老师是道德概念，可能是

教师，也可能不是教师。老师是对有学识、有

修养、有教养，在学问和德行各方面对别人有

良好影响的人的尊称。教师是专门的职业，

是近现代社会的职业分类概念和法律概念。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中的“师”可以理解为老

师、师傅，很难理解为教师。尊师重道是中国

的传统，但中国一般也是越缺少什么，越提倡

什么。中国古代，既有“天地君师亲”的正统

宣传，也有“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和“一

官、二吏……九儒、十丐”的客观事实。前一

句话中的“师”是指受人尊敬的师爷、老师，后

一句话中“孩子王”、“儒”则是对教书先生的

嘲讽或同情。

“师”、“范”在我国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

扬雄编的《扬子法言》：“师者，人之模范也。”

第一次将“师”和“范”组成词汇的是《后汉

书·赵壹传》松皇甫规书：“君学成师范，缙绅

归慕。”《文心雕龙·才略评》的“相好如书，师

范屈宋。”但师范教育是近代的产物。戊戌变

法前夕，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

设“师范斋”的设想，疾呼：“欲革旧习，兴智

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3］1902 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继承和发展梁启超的师范教

育思想，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创设“京

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来改名为“北京师范大

学”。在 1908 年的开学典礼上，学部大臣张

之洞发布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

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

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4］从此，“师

范”、“师范教育”、“师范学校”成为近现代培

养“堪为人师而模范之”教师的学校和活动的

代名词。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联系很明显，无论体制、就业和教育教学

方式有何区别，两者都是培养教师的活动。

区别首先在于，教师是职业，师范是活动。教

育则有职业和活动双重含义。教育学教育也

可分培养教育研究及其应用人才的教育学教

育与培养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的教师教

育。师范教育对两者的区分并不明确，需要

进一步解释，教师教育的含义则十分明确，目

的就是培养从事教师职业和专业的教师。许

多概念、名称既有科学组词成分，也有约定俗

成原因。“师范教育”是以前对培养教师教育

的规范表述，“师范”的核心含义是“示范”，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不言而喻，无论是从

事师范教育还是从事其他教育的教师都应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不同的是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不仅是从事师范教育的教师的职责，也

是其培养的教师的职责。其他学科培养的人

才和学生不一定做教师，不教书也不一定育

人和为人师表，但教他们的教师则要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可见，“师”或“教师”就是教

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的统一的职业。“师”、“教

师”、“教师教育”本身就包含“范”，就要“示

范”，不是只有“师范”才要示范、模范、规范，

更不是说“教”是教书，“师”是师表、示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指教师既要学高又

要身正，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是指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

教书和育人都要为人师表，不是说教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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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人和为人师表，育人可以不教书，只是为

人师表。“师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

从感情上不愿意把师范教育变成教师教育完

全理解，但通过词意及其演变分析，既不能说

明感情上不愿意，更不能说明逻辑上“不能以

教师教育代替师范教育”。［5］“教师教育”是

现在对培养教师教育的规范表述，更加合理。

二、从管理体制和目标追求

的联系和区别看由师范教育

向教师教育转变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事物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

在不断发展和深入，因此对事物认识形成的

概念也应不断革新。以“教育”代替“学”、

“教”、“育”，以“学生”代替“生徒”、“弟子”、

“学员”，以“教师”代替“儒”、“教习”、“教

员”、“教书先生”都不仅是名称的不同，是新

旧概念更替，而且是新概念内涵的扩展、规范

和精确。同样，以“教师教育”代替“师范教

育”，也不仅是名称的不同，是新概念代替老

概念，而且是新概念内涵的扩展、规范和精

确。师范教育和教师教育虽然都是培养教师

的教育活动，但前者是单列式、封闭甚至垄断

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象征，后者则是

具有开放性、综合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模式。

师范教育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既

可以向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及其所有学生开

放，也可以实行职前、入职、职后一体化教

育。［6］但事实上它不是开放、综合和一体化

的，而是单列和封闭的，与学校性质和名称紧

密联系。如果它要开放，就与当代社会师范

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一样，也存在新旧体制、

模式转变的问题。教师教育与学校性质和名

称不完全一致，教师教育最大限度准确涵盖

了古今培养教师教育价值追求的核心特征，

明确区分开单列式、封闭性师范教育与开放

性、综合化教师教育的体制、机制的不同本质

特征，准确、规范、简单、明了，是科学有效的

概念，还具有国际普遍性和浓厚的时代气

息。同时表明，由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

不仅是认识和概念范式、模式的变革，也是实

践及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范式、模式的变

革。

任何事物的数量与质量都不可分割，处

理数量和质量关系的关键是在有了一定数量

或在数量充足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质量，在有

了一定质量情况下如何协调和扩大数量。传

统师范教育和当代教师教育对教师培养的数

量和质量关系有明显区别。传统师范教育单

列和封闭的目的是在教师需求量大和供给不

足，保证教师基本质量情况下，保证和满足对

教师数量的需求。当代教师教育开放、综合

的目的是在教师需求量大和供给充足，保证

教师基本质量和数量情况下，大力提高教师

质量。教师培养由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

的目的就是使教师培养由在保证基本质量前

提下，注重扩大数量的封闭性外延式发展，向

在数量充足情况下，注重提高质量的开放性

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德育为先、德才兼备是所有教育的目

标，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所有培养教师的教

育应坚持的原则，无论师范教育还是教师教

育都应如此。教师教育实施开放性和综合化

模式，师范大学走向综合大学与综合大学创

办教育学院的目的完全一致，都是试图通过

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教师教育的相互影响、

优势互补、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师范大学师

范教育的传统优势和综合大学的学科和专业

优势，努力提高教师教育及其师生的道德、知

识 和 能 力 水 平 。 中 西 方 的 Normal School、

Normal Education，可能一开始就有区别，在现

当 代 西 方 ，它 们 不 仅 基 本 被 School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Teacher Education所替代，两者没有明

显（甚至任何）区别，而且也是中国师范大学

和教师培养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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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学科分类和专业设置

的联系和区别看由师范教育

向教师教育转变的必然性和科学性

与其他重大社会和教育变革一样，师范

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及其概念、理论、制度、

体制的规范化、科学化都需要一定的过程。

在西方，师范教育转变为教师教育的名称、概

念、理论和制度等是逐渐演变的，这与中国的

翻译也有密切联系。第斯多惠 1835 年出版

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就有“教师教育”含

义，有人还译成《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中国

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并行发展、相互促进，

在中国的教育研究论文中较早出现“教师教

育”一词是在 1990 年前后，而在国家文件中

最早或较早明确提出教师教育开放性和综合

化思想的是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的

“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

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

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最早使用“教师

教育”一词的是 2006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完善以现有

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

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

教师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要落实到高等

教育的专业划分和设置。自20世纪 90年代

开始，中国根据行业分类实行研究生教育，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教育硕士专

业只有教育管理。2012年发展到包括数学、

物理、化学等学科教学在内的近 20 个专业。

2012 年，6 所部属师范大学开始在 2009 年首

届免费师范本科毕业生中招收教育硕士。

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教育博士专

业学位设置方案》。随着三级教师教育向二

级教师教育转变和教师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教师职后教育的加强，本科以上高学

历化、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一体化也成为当

代教师教育的重要特征。学科教学专业和学

校课程与教学专业其实就是学科教师教育专

业，为了明确体现教师教育的专门特点，也应

将它们独立设置为教师教育专业。

教育学一级学科可分为教育哲学、教育

史、普通课程与教学论等理论教育学和教育

政策、教师教育等应用或实用教育学，以及具

有理论和应用双重性质的学科。教师教育从

学科角度说归属其他文理学科，从行业和学

科结合角度说应属教育学学科和教育行业。

以前的教育学专业包含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

专业，十多年来开展的包括教育专业硕士教

育和近几年开展的教育专业博士教育中的学

科教学专业以及学校课程与教学专业等学科

教师教育专业。最近修改的教育学一级学科

的15个专业、领域或二级学科在原有10个二

级学科基础上增加了教师教育专业和领域，

但又不包括行业性专业领域。这不仅明确了

教师教育的专业划分和设置，也说明教育学

学科专业和教育行业专业的区别，教师教育

既是行业专业又是学科专业，具有行业专业

与学科专业相结合的性质。

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主要是管理制

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但也有课程内容、体

系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为了加强教育理论与

教育实践的结合，学科性的教师教育的课程

内容、体系和教学方式应进一步加强与教育

实践的结合。行业性的教师教育的目标就是

培养应用型、实践型教师，不仅课程内容、体

系和教学方式更应加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

而且教师和学生都必须经常深入教育实践和

课堂教学一线，积累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发现

和研究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分析、解

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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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with its profession，directly named by the future professional name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which is an open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led to the inevita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ormal education to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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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unning Vocational Schools by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Establishing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Guo Jing

Abstract：Nowadays，running vocational schools by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has already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China. Man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at the awkward position of ambiguous identities，
which has caused the bottle necks in terms of financing，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and courses setting，etc.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periences，we need to improve the policy environment，clear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vocational schools
founded and operated by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establish the incentive mechanism，and integrate various relative
resources，so that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coordinating relativ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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