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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为谁、谁建、怎样建

郝文武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摇 要:教师教育是以教育学学科和专业为核心多学科协同运行发展构成的综合学科。 建设一流教师

教育必须使各学科优化组合、协同发展,必须首先建设好决定师范院校性质或本质的教育学学科。 教师教育

的对象、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主体都有不同层类,其教育教学目标、内容和方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特点;教
师教育学科建设的不同主体要紧密配合、优化组合、协同发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和与教育学学科及专业

的紧密关系,做好教师教育学科和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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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8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 。 该文件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

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全国各地各部门和学校认真贯彻落

实,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但面对新方

位、新征程、新使命,教师队伍建设还不能完全

适应。 有的地方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
师范教育体系有所削弱,对师范院校支持不

够。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 首次提出要明确教师的特别重要地

位,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

质能力,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强教

师教育学科建设,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授予单

位及授权点向师范院校倾斜。 强化教师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在专业发展、职称晋升和岗位

聘用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 师范院校评估要

体现师范教育特色,确保师范院校坚持以师范

教育为主业,严控师范院校更名为非师范院

校。 但如何建设教师教育学科则有许多问题

需要研究。

一、教师教育学的对象及其与教育学、
教育对象的关系

摇 摇 谈教师教育学的性质和建设就必须谈它与教

育学及其二级学科的关系。 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划

分至少有三个标准,一个是知识体系标准,另一个

是教育活动门类标准,再一个是教育层次标准。
以前和目前的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是这几个不

同标准的混合。 教育学原理(包括教育哲学、教
育经济学、德育学)、课程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

育、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学等二级学科分类的标

准是知识体系标准;职业教育学、成人教育学、教
师教育学等及其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德育学、
课程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管理学、教育

政策学,甚至语文、数学等学科教育学或课程教学

论等二级学科的分类标准是教育活动的门类与知

识体系相结合的标准;高等教育学、中等教育学、
初等教育学、儿童教育学及其教育哲学、教育经济

学、德育学、课程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

管理学、教育政策学等应该属于教育活动层次与

知识体系相结合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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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

学。 这个命题包含的内容很多,既概括又笼统。
但教育和教育学的基本及终极对象是人,这一点

是确定的。 人及其活动、规律是教育现象和规律

的基本现象和规律。 人可以从多种角度分类,就
其与教育有紧密关系的群体或组织而言,有作为

社会教育的人、作为家庭教育的人、作为学校教育

的人、作为教育中学生的人、作为教育中教师的

人、作为将来做其他工作的教育中的人或教育对

象、作为现在就是教师和将来准备当教师的教育

中的人或教育对象。 教师教育学的对象不是一般

受教育的人,而是教师,或者作为教师的人,是职

前职后的教师,或者将来准备做和正在做教师的

人,当然也包括教师教育者。 教育学的对象是教

育现象,任务是揭示教育规律;教师教育学的对象

是教师教育现象,任务是揭示教师教育规律,或者

教师教育的合理性。 教师教育者及其活动、规律

是教师教育现象和规律的基本现象和规律。
尽管教师教育与教育有密切联系,但作为专

门知识体系的教育学原来的十个二级学科并没有

教师教育学,是因为现在更重视还是不太重视教

师教育了,所以才特别强调重视教师教育和教师

教育学? 抑或是因为原来教育活动和作为专门知

识体系的教学分类不细致,因此教师教育学没有

成为二级学科而得到重视? 或者是因为现在教育

学分类细致了因此重视教师教育学了? ……应该

说这些都是重要原因。 很早以前甚至在近现代社

会,教育学基本就是或被看作关于教育人的学问,
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学就是教师教育学,教育学教

学面对的就是将来准备当教师的学生和正在当教

师的学员,因此也不需要专门建立和建设教师教

育学;教育学教学主要是研究和学习教育与人的

身心发展的关系,作为教育对象的青少年和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的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教育教

学活动的目的、任务、内容和方式方法等知识,形
成相关能力。 但随着社会和教育、教育学的发展,
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教育学的重要目的、
任务和内容。 它的直接对象并非学校、课堂中的

学生和教师,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中的人或是作为

一般人的教育对象。 教育学功能的扩大既加强了

教育学的影响力,也稀释、淡化、弱化了教育学对

教师教育的影响力。 20 世纪末以前师范院校的

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师,教育学当然是各种教育对

象的必修课,教师讲授教育学课程就是在进行教

师教育,学生或学员接受教育学授课就是在接受

教师教育学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师范院校逐步

走向综合化,有些师范院校甚至已完全综合化,教
师教育最多是师范院校的主要特色,教师教育学

最多只是十几个平行学科的一个。 在这种情况

下,虽然很有必要强调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教师

教育特色和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作用,但即便教

师教育学科成为二级学科也很难具有理想目标

的、原来的那种地位和作用。
由于教师也有不同层面、类型,有不同学科、

不同地域等,也就构成了不同的教师教育现象和

教师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特点。 教师教育的对象有

职前职后、资格准入和在职进修提高以及中小学、
大学及其专本科、硕博士等层次的教师。 不同层

面的教师教育学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教材建设

说,其目标、任务、内容和方式都有不同的特点和

要求。 教师教育学不能是缺乏针对性、千篇一律

的教育学———想包罗万象地适合每个教育对象的

教育学,最终很难满足任何人需要,这也是强调教

师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其有特点和针对性的重要

理由。

二、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主体

摇 摇 教师教育是以教育学学科和专业为核心,多
学科协同运行发展构成的综合学科和专业。 建设

一流教师教育必须使各学科优化组合、协同发展,
必须首先建设好决定师范院校性质或本质的教育

学学科。 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不同主体要紧密配

合、优化组合、协同发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及

与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紧密关系,做好教师教育

学科和专业建设。 2017 年《光明日报》专栏发表

建设一流教师教育的四篇文章。 朱旭东认为,一
流的教师教育需要有一流的大学氛围。 教师教育

本质上是大学的专业教育,必须以一流大学为基

础。 “没有一流大学的文理综合学科教育为基础

是无法建立起一流教师教育大厦的。 一流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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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还要有一流教师教育学科,并以一流的教育学

科作为后盾。冶 [1] 但有了一流文理综合学科和一

流教育学科,也未必就能建设好一流教师教育

学科。
不同学科不仅知识体系、教学内容、培养目标

和研究方向不同,而且人员组织也不同。 以前没

有专门的教师教育学科,也没有专门的人从事教

师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似乎是各师范大学都做教

师教育,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专门做教师教育教

学和研究,可能还不到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一,主要

做教师教育教学和研究的也可能没有十分之一。
许多人只是把教师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一般教

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部分内容甚至是副产品。 做

学科课程教学和研究的人应该说是专门或者主要

做教师教育的人,但他们的身份和归属并不明确,
在教育学中不是主流,没有领导和决策地位,在所

属学科专业中同样如此,对教师教育教学和研究

也同样如此。 那么,究竟谁是教师教育学科建设

的主体? 由谁或哪些人主要负责建设教师教育学

科,不仅思想观念上要明确,人员组织上也要

明确。
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必须有领导的重视和支

持,师范院校的学校领导和教育学院领导、教育学

科的带头人无论是哪个学科和专业的都应该重视

教师教育的学科建设、教学和研究,不应该是谁当

领导就重视和发展谁的学科和专业。 大学、中小

学领导主要是对教育教学和教育行政的领导,应
该也是、曾经并一直都是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
从事教育教学实践的教师应该学过和具有但未必

学过和具有教育学知识和教师教育知识,学过和

具有教育学知识和教师教育知识的教师未必就是

教育学学科和专业的专家,甚至教育家也未必就

是教育学家。 教育学学科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

性,教育学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教学和研究成果的

评价应该有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教育教学实践专家

参与,但主体应该是教育学专家,不应是语文、数
学等其他学科专家。 反之亦然。 教育学和教师教

育学的专家学者不应只是建设者或建设主体,而
对于评价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评价对象。 但事实

上,在没有一个教育学专家参与的情况下评审教

育学的科研奖和教学奖的现象经常发生。 不少领

导都很谦虚地说他不是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的,对
教育学不懂。 但他是长期做教育工作的,他知道

怎样做教育教学工作和领导教育教学,但教育出

了问题人们又认为教育学有问题。 这如同许多不

懂语言学的人也很会说话、不懂数学的人也很会

计算,不能说明语言学和数学没用,社会语言和计

算有问题也不能说语言学和数学有问题一样。 如

果一些教师认为不学习教育学也能做好教育教学

工作,或者很会教书的人都认为与教育学无关,但
教育教学出了问题还不自我反思,还认为自己没

错,教育学无用,那么,教育学和教师教育学的教

学和学科建设的成效会怎样就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明确教师的特

别重要地位冶,“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
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

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推进地方政府、高等学

校、中小学‘三位一体爷协同育人冶,做出加强教师

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决定;教育部等五部委也颁

布了 《 教 师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 2018—2022
年)》,师范院校应该积极行动,不应无动于衷。
近十几年来,一些师范院校的发展目标,从高举师

范教育旗帜,为基础教育服务,到以教师教育为主

要特色,再到实际上把发展文理科教育,加强工科

教育作为主攻方向,把教师教育只当作向上要钱

的由头或幌子。 师范大学不把教师教育当一回

事,就不会把教育学和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当一回

事。 虽然有些师范学院还比较重视教师教育,甚
至把教师教育作为主要任务,但其教师队伍、科研

和教学力量与主要师范大学差距较大,类似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师范大学水平,所以教师教育学

科的建设也很困难。 建设教师教育学科必须改变

这种状态,强化师范大学的师范性,以师范大学为

主带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师教育组织、机构。

三、教师教育学科的内容

摇 摇 教师教育学既然是面向中小学和大学教师、
职前职后教师,既然有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不

同层次,也有学科型和行业性不同类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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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就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
现在的教育学教育教学目标、知识体系和教

材内容基本有学术教育学、考研教育学、教师教育

学等几种,职前教育主要是学术的教育学、考研的

教育学。 学术教育学主要内容是理论、概念的教

学,不太重视实际应用和教学实践。 许多师范院

校教育学专业教育就是一种学历教育,甚至是一

种既没有实际能力,也没有考研能力的学历教育

或学术教育。 由于中小学对普通教育学毕业生需

求量不大,所以其出路一是考研,二是在高校做辅

导员,这两类毕业生尽管不是很多,但许多大学尤

其是二本师范院校的教育学院及其学生都把这作

为首要目标和任务。 考研教育学也就是应试教育

学,基本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甚至不是教什

么,学什么,而是考什么就背什么,记什么。 实际

上也不需要教,教也没有多大用处,只要有比较好

的复习资料,下大功夫背会、记熟就行。 这就降低

了教育学的教学价值。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教育

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他文科也是如此。
但无论对于哪个学科这种应试教育现象都是必须

要改变的。
教师资格证考试内容应该是与教师教育紧密

相关的知识,但它与考研教育一样,也不太需要系

统的专业教育,只要有很好的复习资料和良好的

记忆能力就行。 许多考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

生也并未受过系统的教育学专业教育,没有学习

和掌握教育学的专业知识。 这究竟是因为教育学

研究生和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太简单,还是因为

教育学根本就不是专业知识,或者是专业性很不

强的知识? 许多本科学习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可以

考取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但一个教育学专业的

本科生很难、很少考取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甚至一

个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考本专业的研究生也未必

能比得上或考得过非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是

为什么? 需要深入研究和合理解释这种现象。 如

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教育学知识的专业性就很难

体现或很值得怀疑。 如果因为教育学知识不够专

业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强其专业性,这
又可能使教育学知识脱离或远离教育实践,如何

使教育学知识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结合,这确实是

非常重要并需要深入研究很好解决的问题。
教育学知识也许更像中小学的知识,或者像

公民政治法律知识一样,是一种公民知识,或者是

一种介乎于公民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一种专业

知识,是受众比任何专业更多的一种专业知识;甚
至是一种不能离开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一种专业

知识,需与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紧密结合起来才能

更好发挥作用的专业知识,或者是一种越与其他

学科专业知识精深、教育教学能力强、经验丰富的

人结合越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专业知识。 实践也证

明是这样的。 许多受过教学教育的其他学科专业

本科的教育学硕士生应聘教师既比教育学专业

好,也比其他专业好。 如果是这样,教师教育的对

象就应是有其他学科专业知识、能力和经验的教

师,教师教育教学就不应该是面向教育学本科专

业的对象。 教育学本科教育与硕士博士的教育虽

然在层次深度上有明显区别,但都像哲学、文学、
数学等专业一样,是纯粹的专业教育,是教育学专

业教育,不是教师教育专业。
不同层面的教师教育学无论对学科建设还是

其教材建设,都应该有教师教育理念的教师教育

哲学、教师德育学、一般和学科教学的教师课程教

学论等,但其目标、任务、内容和方式也有不同特

点和要求。 职前职后教师教育都要理论联系实

际,职前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比例应该是对等

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为导向;
职后则主要是理论观念更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是以现实和实践问题为导向,但也应处理好理

论与实践、实际的关系,形成整体和科学的教育

观,而不是缺少整体和系统性的支离破碎、一孔之

见的教师教育学。

四、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方法

摇 摇 对于教师而言教育教学知识固然重要,但教

育教学实践能力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能力。 一般

教育学专业或其他专业的研究不一定需要教育教

学能力,甚至基本能力就是研究能力,研究能力是

排在第一位的。 但教师教育教学的实践能力不仅

是基本的,而且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能力。 所以,既
要重视理论教学,更要重视实践教学,重视实习。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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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师范大学对教育实习的重视程度并不到

位,虽然二本三本师范院校重视考研,但考研的毕

竟是少数,大量的毕业生还是去中小学任教。 为

了满足中小学需要并使毕业生在就业中赢得竞争

力,应更重视师范生的实习,安排更长的实习时间

并重视实习质量。
教师应该有“无知识而教冶的意识和能力、方

法。[2]虽然知识与能力紧密联系,无论是教育学

知识与能力,还是其他学科专业知识与能力都是

这样。 但知识不等于能力,知识的丰富精深与能

力的发展高低并非一一对应或完全一致。 无论教

师有多少知识,甚至是否有知识,只要能启发、激
发学生对学习知识、发展能力有兴趣,并有明显效

果就是好教师。 即便一个教师有丰富精深的知识

和很强的科研能力,但不能启发、激发学生对学习

知识、发展能力有兴趣,不能很好地把自己丰富精

深的知识教授给学生,不能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

能力和科研能力,也不是好教师。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

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弗笑,不足以为道。
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

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
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 道隐无名。 夫唯道,善贷且善成。冶淤老子的

这段话可能不是针对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

关系讲的,但认真体悟之对理解理论与实践、知识

与能力的关系有很大启发。 再借题发挥,除过人

们经常说的,大爱无言、大形无边外,也完全可以

说大教无痕,大学无影。 装模作样的教和学不是

真正的教和学,按部就班的教和学也非教学的全

部,春风化雨细无声和处处留心皆学问的教和学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教和学。
不同地域的教师教育也有明显区别。 大城市

学校规模大,大规模学校教师规模也大,为了使学

业有专攻非常强调专业化、专门化,不仅有长期专

门从事语数外、物化生、史地政、音体美等某一学

科科目或课程教学的教师,而且语文教学还有专

门教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的教师及其课程,是
否还有专门教代数、几何的教师? 农村教师,特别

是乡村微型学校或小规模学校教师不仅不可能这

样,甚至不可能长期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科目的教

学。 由于学生少而年级多,所以要进行复式教学、
多科教学。 但教师教育是否因此就需要专门培养

多科或全科教师? 师范院校以厚基础宽口径培养

的全面发展的大学本科生是否就应该和能够适应

乡村微型学校复式教学、多科或全科教学的需要?
为了培养多科或全科教师,教师教育应该恢复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师范教育模式,[3]但这样是否

又会影响教师的城乡流动,损害乡村教师的专业

发展和个人发展? 另外大城市的教师专业发展和

教学实践是否应该那么专,教师教育如何引导和

适应都需要深入研究。
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不仅与教育学科建设有紧

密关系,也与国家的整个学科、专业及设置有紧密

关系。 学科与专业、学科专业与行业专业既相互

依存,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共同决定教育培养人

才的质量和数量。 学科专业知识是学科、专业和

社会行业实践发展的科学基础。 社会行业实践需

要是学科、专业及其知识发展的不竭动力,提高认

识和实践能力都是学科、专业及其知识发展的目

标。 教师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标准

应该是学科知识标准和行业性质标准相结合的标

准,既要满足学科发展及其对知识和人才的需要,
又要满足行业发展及其对人才和知识的需要。 不

能只重视学科标准,轻视行业实践需要;重视宏观

实践和基本理论教学,轻视为教育教学实践服务。
应克服由于过分科学化、专门化和专业化使教师

14

淤 见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冶,意译:上士听了“道冶理,努力遵行;中士听了“道冶理,半信半疑;下士听了“道冶理,大
肆嘲笑它。 不被嘲笑,就不足为“道冶了。 所以古语曾经说过:理解了“道冶却似昏昧,循“道冶前进却似缩退,行“道冶平易却似崎

岖。 高尚之德,是生而不有、长而不宰,故而若似空谷:广大之德,是广慈博爱、不偏一物,故而若似不足;循道建德,是冲气成和、
润物无声,故而状若似偷;质真之德,是随物应物、大直若屈,故而若似渝变。 大的洁白,是知白守黑、和光同尘,故而若似垢污;
大的方正,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故似没有棱角;博大之器,是经久历远、厚积博发,故而积久乃成;浩大之声,过于听之量,故而

不易听闻;庞大之象,超乎视之域,故而具体无形。 道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故而隐幽无名。 然而唯独道,才善于施借资材恩惠

于万物,并善于成全万物。



教摇 师摇 发摇 展摇 研摇 究 2018 年摇

教育知识、理论远离大众生活,丧失对大众影响的

状态。[4]教师教育教材要把教育基本理论与课程

教学论、教育心理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改变不同科

目教材和教学内容存在的某种相互重复;要针对

不同对象使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教学有效结

合并有明显侧重,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反映最新学

术成果,体现时代精神并有所创新。[5]

中国有重视师范教育的优秀传统,应该结合

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师范教育传统,发展教师

教育的特色和优势。[6] 教师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为

中小学培养合格和优质的教师,因此,必须与中小

学教育教学实践、实际紧密结合,反映中小学教学

实践先进经验,引导中小学教师形成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 教师教育者必须深入中小学教学第一

线,考察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和生活实际,观摩

和研究课堂教学,否则就做不好教师教育教学、指

导和研究,就是纸上谈兵,甚至是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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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hom, Who Will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of
Teacher Education

HAO Wen鄄wu
(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爷an Shaanxi 710062, China )

Abstract: Teacher educ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n which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and
specialt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a first鄄class discipline of teacher
education, what must be done is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all disciplines an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鄄
opment. That is to sa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that determines the nature or
essence of normal colleg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bjec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subject of discipline con鄄
struction and teaching have different levels, so the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are both
universal and differen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need to cooperate
closel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and develop coordinately. The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ought to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objects and the relation with the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edagogy; normal college a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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