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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西方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
李育球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当代西方分析教师教育哲学以分析哲学为哲学基础，以语言和逻辑分析为主
要特征，对教师教育问题进行元研究。约翰•威尔逊通过“成为教师”、“教学”等相关概念
群的分析，厘清了“教师教育”这一日常概念。伊斯雷尔•谢弗勒对那些否定教育理论与研究
对教师教育有着重要意义的怀疑论者进行了深刻的逻辑批判。他揭露了这些怀疑论者化约论
的逻辑谬误与技术主义的肤浅。虽然分析教师教育哲学自身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对教师教育
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且发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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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作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当代社
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包括对教
育学的影响。虽然国内学界对分析教育哲学颇
有研究，但对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少有涉猎。事
实上，分析哲学不仅成就了分析教育哲学，而
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师教育研究。分析教师教
育哲学就是它影响的结果。本文以约翰 • 威尔
逊 （John Wilson） 和伊斯雷尔 • 谢弗勒 （Israel
Scheffler） 的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为例，试图
回答什么是分析教师教育哲学以及如何评价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

一、威尔逊对“教师教育”的日常语
言分析
约翰 • 威尔逊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著名
教育哲学家。他的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以分
析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为指导思想。日常语言
学派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它不认为日常语言
是残缺且模糊不清的，而认为日常语言有其自
身的游戏规则和丰富的用法。威尔逊持这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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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语言清晰论。他认为日常语言蕴含着一种内
在的清晰性。“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精
密的日常语言……我们需要的清晰性已经镶
嵌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日常
语言的措辞和特点，那么它将呈现出重要的旨
趣。……教育的境况或者说一般的人类研究，不
在于我们已经清楚日常语言的特征而转向新的
基础，而在于我们并不清楚至少是有意识的明
晰我们已拥有的概念和特征”。[1] 可见，威尔逊
采取的这种语言分析法既不是简单的辞典编撰
的查询，也不是词源学的考证，同样不是技术语
言或学术词汇的考察，而是一种独特的日常语
言分析法。他认为，这种日常语言包含着所有人
都能掌握的共识和内容。只要认真地分析，就能
让日常语言内在的清晰性显现出来。
关于威尔逊的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玛
格丽特 • 布克曼 （Margret Buchmann） 和罗伯
特•弗洛登 （Robert E. Floden） 在 《论做教师教
育哲学》 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论述。[2] 威尔逊的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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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教师筹备》 中。他在分析 “教师教育应该
做什么” 这个重要问题时，选择了 “教师教育”
（teacher education） 这一核心概念。教师教育领
域概念众多，为什么选择 “教师教育” 这一概念
来着手分析教师教育呢？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
这是他的日常语言观决定的。“教师教育” 是教
师教育领域中内涵最丰富，且蕴含着内在清晰
性的一个基本概念。因此，他从分析 “教师教育”
这一概念开始，以力求让教师教育相关问题内
在清晰性最广泛地显现出来。其次，“教师教育”
这一概念在教师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影响甚至决定着
人们的教师教育研究和实践。对 “教师教育是什
么” 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对 “教师教育该做
什么” 的理解。因此，威尔逊选择这一核心概念
来分析建构和阐述他的教师教育哲学思想。
那么，威尔逊如何分析 “教师教育” 这一概
念？他采取了日常语言分析的由表及里、化整
为零与把握特征的方法。由表及里主要揭示日
常语言背后的信念和价值取向等，化整为零即
把概念整体分解成相关概念群，并揭示部分之
间的逻辑关系。
何为“教师教育”？威尔逊认为，教师教育即
对教师或将要成为教师的人们进行教育。“教师
教育” 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语用或语力的维度。
它的使用制约着人们的教师筹备行动过程。为了
凸显教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教师，因此他建议采
用 “教师筹备” （teacher preparation） 这一概念。
“教师教育” 到底蕴含或涉及了哪些重要概
念？这些概念的意义特征和背后的价值或信念
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威尔逊认为要
回答 “教师教育应该做什么” 这一问题，至少要
分析出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概念群 ：成为教
师 （being a teacher）、教育、学科知识、学习、教师
教育课程、教育理论或教育研究等基本概念。
首先，既然教师教育是教师筹备，那么自然
离不开 “教育” 这一概念。教育这一个概念具有
逻辑前提在先的重要地位。威尔逊指出，在谈道
“教师教育” 这一概念时，不得不引入 “教育”
这一概念，因为它合理地预设了要培养教师的
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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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师的本质工作，教师从事的是教育工作，教
育是教师工作的本质特征。因而，教育是什么直
接决定了教师工作的意义和内涵。威尔逊认为，
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显然是学习的事情，通过学
习提高人的心智，从而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无知
与偏见。教育具有增加知识和增进理解的好处，
这是教育的基本内在特性。教育善不同于其他
善，不同于个人的安康、经济福利或社会进步。
可见，威尔逊坚持教育理性主义的内在价值立
场，强调教育首先是教育自身，反对过度的外在
政治和社会旨趣。教育的其他旨趣须建立在内
在基础之上。这点似乎跟杜威的 “教育无目的
论”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如果说 “教育” 是教师教育的前提性
概念，那么 “成为教师” 则是教师教育的核心概
念。如何理解 “成为教师” 是理解威尔逊的教师
教育哲学思想的关键。什么是 “成为教师”？这
一日常话语有何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呢？从 “成
为教师” 的目的来看，威尔逊认为，“从概念上
讲，‘成为教师’ 既不是提高学生的社会或经济
机会，不是以各种方式确保学生们进入各种工
作单位，也不是改变他们的家庭背景、物质条件
或社会关系，同样不是分配特定的社会价值。”
[3]
而是要从事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性的人。同
时，“成为教师” 虽然跟 “教学” 这一概念紧密
联系，但 “成为教师” 并不来源于 “教学” 这一
概念。它们并不等同。威尔逊认为，虽然 “成为
教师” 和 “教学” 都是在学校从事学生工作，但
成为教师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要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供学习材料等。成为教师意味着负
责照顾学生的学习。此外，从逻辑上讲，成为教
师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成为所教学科的内行
人士。教师 “必须以最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方式
来了解他的学科。当然这通常包括拥有大量的
相关信息。我们应该更自然地强调这样一个理
念 ：清楚地理解什么是学科的进步，包括推理
的类型，它的逻辑结构和 ‘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或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等） 的标识”。[4] 二是成
为懂人学的教育者。仅仅掌握相关学科知识还
不足以成为一名教师，因为教育是发展人的事
业，教师还得理解人性和善于处理人的问题。

No.1. 2017
General No.324

比 较教 育 研究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三是成为有教育素养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教师
是否需要教育理论与教育研究取决于他是否有
利于教师的教育素养。如果它跟 “成为教师” 无
关，或者没有达到常识的水平，或让自然理解变
得更糟糕或更模糊，那就不要那些知识。相反，
则需要这些理论或研究。可见，“成为教师” 这
一日常概念规定了教师教育的清晰目标，即培
养真正的教师。这种真正的教师，是教育内在价
值的坚持者，是学生学习的照顾者与责任者，是
学科知识的内行者，是深谙人性者，是自身教育
素养不断提高的追求者。
第三，“教师筹备课程” 也是教师教育的一
个重要概念。如果说“教育”是前提性概念，“成
为教师” 是核心概念，那么 “教师教育课程” 则
是关于如何培养教师的重要概念。威尔逊认为，
成为教师、培养教师，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实
践。课堂教学实践确实能发展教师所必要的实
践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但它本身不能表达教
师的基本教育需求。因此，成为教师需要接受教
师教育，需要教师教育课程。什么是 “教师筹备
课程”？它的意义何在？威尔逊认为，这不是教
师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或者培养项目的实践分
配问题，而是要发展教师对教育理念与实践的
认知和概念性警觉。教师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可
以通过澄清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来确定 ：“我
们能以什么方式通过教师学习 （或教育） 时间
分配来砥砺教师的观察力和理解力？”[5] 可见，
在威尔逊看来，教师筹备课程的关键在于提高
教师的观察力和理解力。
从以上对威尔逊的 “教师教育” 概念分析
不难发现，他主要采取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流
派的方法。这种方法以相信日常语言有其自明
性为前提。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用语 “教师教
育”，在威尔逊的分析下，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
概念群和关于教师教育的认识旨趣，真可谓一
沙一世界。这些都体现了日常语言作为人类生
活的基本方式和寓所，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威尔逊认为，“教育哲学应理解为关注价值判断
的逻辑与学习问题的学科”。[6] 学习问题和价值
判断也是理解威尔逊的教师教育哲学的两个基
本点。他的教师教育哲学观与教育哲学观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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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他的教师教育哲学观通
过日常语言分析得到了较好地阐明。

二、谢弗勒对教师教育怀疑论的逻辑
批判
如果说威尔逊的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侧
重日常语言的概念分析与厘清，那么谢弗勒的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对教师教
育怀疑论的逻辑批判。谢弗勒不仅是分析教育
哲学家，而且也是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的代表。在
《教学的语言》 论著中，他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教
育概念的意义，在 《大学学术与教师教育》[7] 一
文中，把 “教师教育由哪些元素构成” 这个问题
跟 “大学学术在教师筹备中的重要作用” 勾连
了起来，并通过分析批判教育学术研究怀疑论
者，阐述了自己的教师教育哲学思想。布克曼和
弗洛登认为，“在这篇文章中，谢弗勒最直接地
表达了他的教师教育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是建
立在揭示对被批判观点的隐性假设和逻辑缺陷
上，而不是建立在概念分析上”。[8]
谢弗勒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教师教育
改革重学科知识和课堂教学实践、轻教师培养
的大学教育环节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进行了
深刻的批判。教育学术研究怀疑论者怀疑、否定
教育理论与学术研究对教师教育的重要意义。
谢弗勒分析揭示了这些怀疑论者的逻辑问题，
尤其是其前提假设错误和推理错误。他对怀疑
论者的批判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怀疑论者的化约论(reductionism)
谬误。怀疑论者把教育的正当性理由
(justification) 化约为 “最小必要性” （minimal
necessity）。怀疑论者认为最小必要性才是正当
性理由，谢弗勒反对这种最小必要性正当理由
观，坚持“可欲性” （desirability）的正当理由观。
他认为，一个教育方面的事情之所以具有正当理
由，不在于它是最小必要性的事情，而在于它是
可欲性的事情。可欲性跟最小必要性有着本质区
别。一个事物可欲并不是因为其必需，非它不可，
而是因为它能提高和改善我们行动和生活的质
量。正因为怀疑论者采取了最小必要性的正当理
由观，因此反对教师的学术性和理论性素养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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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学和工作具有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即使
没有教育学术性和理论性素养，教师依然可以教
学。相反，谢弗勒的可欲性正当理由观肯定了教
育理论和教学学术性研究的正当合理性，因为它
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工作。不难发现，怀疑论
者做的是消极的 “减法”，而谢弗勒倡导的是积
极的“加法”。而这种消极的“减法”恰恰是谢弗
勒所批判的化约论逻辑谬误。
第二，批判怀疑论者的前提假设错误。怀
疑论者的前提假设错误在于对教学和教师的
狭隘化理解。怀疑论者认为，教学是一系列的
知识传递程序，教师就是教学程序的承担者。
教师角色被化约为操作表演的集合。正是基于
操作性立场，怀疑论者认为，教育理论或学术
研究如果想要影响教师的教学和工作，那么就
需要转化成教学技术或者课堂教学程序。如果
不能转化为教学技术与程序，那么则毫无意
义。可见，怀疑论者把教学技术与可操作性程
序看成了衡量教育理论和研究对教师意义的
唯一标准。谢弗勒批判了这种狭隘的教师教学
观。他认为教师的工作绝不是像怀疑论者所认
为那样，只是教学程序的执行者。教师应该被
视为一个自由的人，并致力于知识价值和年轻
人的批判能力的提高。教师不仅需要操作，而
且更需要认知。正因为化约论逻辑取向，怀疑
论者是彻底的专业实证主义者，不赞同诸如洞
察、反思、知识视角、潜在智力等概念，因为这
些概念太模糊，因此不能接受。他们只注重可
观察的、可操作的，例如学科知识和课堂教学
管理技术等。谢弗勒批判了这种实证主义、技
术主义的教师教学观前提错误，彰显了浓厚的
理性主义、认知主义取向。
第三，批判怀疑论者狭隘的 “有效教学” 概
念。有效教学是怀疑论者评价教师培养的焦点。
他们认为有效教学在于教师的课堂表现。怀疑
论把教育理论的引入解释为在于它通过提供新
的程序准则来改造教学技术的能力。教育发展也
被看成教师在追求他的操作技能上有所裨益。在
谢弗勒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技术主义有效
教学观。真正的有效教学不仅仅是一种程序或技
术性操作，更多是一种师生之间的交往。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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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是单边的，教师角色也不能化约为操作表演
者。教师不仅通过其行为，而且通过其身份和认
同来影响学生。教学不是一个模子，而是具有丰
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为学生都是独特的、有
差异的，只有师生交往才能提高学生的理解力。
教学准备也不是简单地靠教学程序掌握的增多，
而是靠教师的知识视角拓宽、教师想象力和批判
力发展，以及对教师目的和环境本质的洞察力提
高。怀疑论狭隘的化约观，导致他们把教学看成
一个共同不变的模式和程序，从而否定教师的认
知和教学交往的本质内涵与重要意义。
第四，批判怀疑论者的教师教育观。谢弗勒
批判怀疑论者把教师教育简化为教师个人课堂
表演者的培训。他认为，教师教育应该是对自由
社会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培养和发展。
在回答到底什么是教师教育的构成元素这一问
题时，怀疑论者因为坚持化约论和技术主义的
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忽视了教师教育的
认知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所以，他们看
不到 “大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教师的发展提
供了特别的机会。除了教师所教学科知识和教
学艺术实践外，还要帮助教师把教学工作和大
学提供学术和研究性学科以一种适切的方式联
系起来”。[9]
综上所述，谢弗勒对教师教育怀疑论者的
批判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 ：其一，对怀疑论者
化约论的批判，化约论导致了怀疑论者的简单
化和狭窄化。其二，对怀疑论者的技术主义批
判。技术主义导致了怀疑论者的庸俗化和肤浅
化。这两点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从某种意义上
说，谢弗勒的这种批判其实是认知主义对行为
主义、人文主义对工业主义时代下技术主义的
教师教育批判。而他的批判之深刻在于他的人
文主义、认知主义的立场，其有力在于他采取的
分析哲学的方法。

三、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的特征及价
值、局限与前景
从威尔逊对 “教师教育” 概念的分析和谢
弗勒对教师教育怀疑论的逻辑批判，不难发现，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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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分析哲学方法论为根本特征。分析教师教
育哲学的实质是分析哲学方法在教师教育研究
领域的应用。分析哲学可视为一种元哲学和元
理论，同样，分析教师教育哲学也可视为一种元
教师教育研究。元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不以现实
事物为直接研究对象，而是以与现实事物相关
的语言或理论观念为对象。因此，分析教师教育
哲学主要关注教师教育语言、观念或理论等问
题。它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教师教育的概念、
命题以及特定问题加以澄清。它与规范哲学下
的教师教育哲学流派 （例如专业主义、要素主
义等）不同，它本身不是某种“主义”，而是一种
独特的教育研究方法。其次，分析教师教育哲学
主要通过 “清思” 来影响教育现实问题和教育
实践的发展。通过对教师教育的基本概念、相关
命题、思想观念的逻辑分析，为现实教师教育改
革和实践发展提供清晰的思想观念。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对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价值 ：首先，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对教师教
育的认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有利于消除
对教师教育认识中的误解和歧义，推进对教师
教育认识深入发展，也有利于促成教师教育达
成共识，为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形成观念上的
合力。其次，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对逻辑的重视有
利于教师教育的科学性发展。它对教师教育相
关问题的概念澄清、逻辑前提、逻辑结构、逻辑
类型等方面的揭示和分析，有利于推进教师教
育研究的科学性发展，从而更好为教师教育发
展服务。再次，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的发展有利于
丰富教师教育理论。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既需要
教师教育理论作为它分析的对象，同时也在某
种意义上召唤和助推了教师教育理论的成熟与
多元化发展。此外，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具有间接
或隐性的教育实践和政策价值。由于分析教师
教育哲学思想的非系统性、零散性和非直接研
究现实问题性等局限，因此它的实践和政策价
值容易被忽视和遮蔽。它的实践和政策价值往
往是通过其独特的分析哲学方法，来批判、检验
或纠正具体教师教育理论和观念，进而间接、隐
性地深入影响教师教育实践或政策。
虽然当代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具有重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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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局限和问题。首先，它相
对缺乏理论自觉。虽然许多教师教育研究者在
思考和分析问题时，经常采取分析哲学方法，
但具有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的理论性自觉的并不
多。因此，需要提高分析教师教育哲学意识。其
次，它相对缺乏系统性。相比分析教育哲学的系
统性和丰富性，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缺乏系统化
思想。它们大多是根据特定或具体的教师教育
理论或观点以及教师教育实践问题，采取分析
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考察，缺乏从整体上对教
师教育进行系统的分析哲学式的研究。再次，它
清思有余，但建构性不足。教师教育的很多问
题，不是仅仅通过澄清或消解语言上的问题就
能解决的。因此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研究需要加
大与其他研究的对话与合作的力度，协同创新，
共同努力解决教师教育的现实问题。
虽然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存在自身缺点，但
其前景值得期待。首先，当下教师教育实践发展
和改革趋势为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现实土壤和机遇。随着教师教育改革的不
断推进，教师教育理论与话语也随之发展。这为
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其次，以
语言和逻辑分析为标识的分析教师教育哲学具
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分析哲学是一种以
独特的分析方法论为旨趣的哲学，既有独特的
研究方法，又具有极广的研究对象 ：语言和逻
辑。一切现实问题都具有直接或间接转化或转
换成语言问题的可能性。教师教育领域也是如
此，现实的教师教育问题尤其是教师教育改革
实践问题会以新观念、话语、理论和研究问题等
形式反映出来，而这将为分析教师教育哲学的
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此外，由于作为独特方法
论的分析哲学，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嫁接性，它
能跟其他哲学思潮相融生长，例如它跟美国传
统实用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新实用主义。同样，分
析教师教育哲学可以与其他研究和方法有机地
结合起来，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从而为教师教
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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