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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教师
制度的变迁与逻辑

*

杜明峰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我国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师制度体

系．本文主要通过历史研究，从教师培养、教师人事和教师培训三个维度对教师制度的建构过

程进行了梳理和描述．研究发现，四十年发展中，我国教师培养制度实现了从师范教育向

教师教育的转型; 教师资格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层次较低的要求到更高层次、更专业化

要求的转变，教师职务制度从侧重于任命制转变为规范化的聘任制，教师编制制度从城

乡差异的编制制度转变为城乡一体的制度，教师薪酬制度从结构工资制到职务等级制再

到绩效工资制; 教师培训制度也经历了从最初的补偿式培训，到强调教师达到基本胜任力

的普及提高式培训，再到教师培养培训的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些制度转变的背后，显示出教

师制度建构的基本逻辑: 即它是一种渐进式改革; 同时，总是受外部更大的体制改革的推动

与限制; 教师制度最为根本的是建构和保障教师专业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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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教育领域改革就将教师制度建设摆在至关重要的

位置，不仅在政策制度层面持续完善，相关的理论探讨也从未停止过．四十年

来，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我国初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教师培养制度、教师

人事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的框架体系，它们的初衷就是要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这一点在 1985 年中共中央爯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爲中就已经初步明

确．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关注教师制度的完善和顶层设

计．英国史学家卡尔( Carr，E．H．) 说: 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 我们

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増加把握

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1］ 假如这一论断成立的话，那么就教

师制度建设而言，回顾教师制度建构过程中那些值得记录的东西，梳理改革

中的重大改革和重大进展，或许能为当下教师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思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研究( 课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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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制度建设的中国语境

所谓教师制度，是指教育活动体制化和教育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对

教师活动构成约束或激励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或者更直接地说，教师制度就

是国家建构的有关教师活动的文件、政策和规定．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

相互关系的任何的制约，这种制度制约既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予以

禁止的方面，也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2］ ．从这

个角度看，教师所做的选择和行动指南都要在制度的空间运行，而制度的特性以

及实施的形式和有效性，也决定了教师的整体特征．在表现形式上，制度包含两方

面内容: 非正式约束( 如道德、习俗、传统、禁忌等) 和正式的法规( 法令、政策等) ，
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后者，即由国家和教育决策部门制定并实施的政策法规和规

章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是构成制度本身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

道路，教育计划、纲领、条例和政策是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制定的，是一种垂

直的、威权式的管理［3］ ．在这种框架下，需要一个完整、有序的组织和机构来贯

彻国家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政策意图，也需要认同来自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并

在各自的体系中建立和强化对国家的向心力［4］ ．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框架并未

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以往那种完全封闭的、单一的教育决策模式开始被打

破，水平方向的因素开始参与和影响教育制度的设计．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
社会二元结构的逐渐分离，社会空间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开始有

机会参与教育，表达自身的教育利益诉求，而且这些诉求的范围和程度都在不

断扩展．这就服膺了科尔巴奇( Colebatch，H．K．) 对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两

种教育决策模式所做的区分，前者将政策看作是统治( rule) ，它与权威性决

定的自上而下传达有关，强调工具性的行动、理性选择和合法性权威的力量;
后者关注的则是不同政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政策存在于不同组织的参

与者之间形成的默契和承诺的结构，以及在任何一个组织之内权威性决定的

垂直传达．［5］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是水平维度的参与得到加强，也并不意味

着这种设计就完全实现了制度化，它不会触动教育制度设计的模式，因而从根

本上讲还是国家逻辑作为主导．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教师制度亦是如此，这也

构成了我国教育制度建构和实施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四十年，教师改革和发

展重点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培养更好的教师，让好的教师留在学校，把教师培

训得更优秀．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教师制度建设的三个维度: 教师培养制度、教
师人事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

二、改革开放初教师制度设计的基点

我们把 1978 是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之年，并以此为时间节点考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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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四十年教师制度建设的历史脉络．那么在此之前需要明确的是，改革开放

之初我国教师制度发展的形态是什么？作为历史建构和延续的结果，它又是如

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是我们考察教师制度设计的起点．
(一) 师范教育: 培养教师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对师资的急需，建立新中国自己培养

的教师队伍，我国借鉴前苏联师范教育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师范教育制度．最
初的师范教育包括初级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学

校四个层次，被称为四级师范教育体系．随着师资力量的不断充实，国家很快

取消了幼儿师范学校和初级师范学校，将原有的师范教育体系简化为三级，
即中等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1952 年 7 月 16 日，教育部颁

发爯师范学校暂行规程 ( 草案) 爲和爯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 ( 草案) 爲两个草

案［6］ ，标志着我国师范教育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文革十年对教育

事业发展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导致我国师资培养体系的断裂和教育事业的

严重倒退．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着手恢复原有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以缓解中小

学师资短缺的状况．1978 年 10 月 12 日，教育部颁发爯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

的意见爲，提出要大力发展师范教育: 一是办好中等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

师并担负一部分在职小学教师的培训任务; 二是在一般地区建立一所师范专

科学校，负责培养初中教师和培训一部分在职初中教师; 三是教育部主管的六

所高等师范院校担负为各地师院、师专、中师和重点中学培养师资的任务［7］ ．
1980 年 6 月 15 日，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这一体系，同时要求有

关业务部门恢复和创办专业师范学校，或在某些学院增设师范系，省、地( 市)
分别设置一所教育学院( 教师进修学院) ，县设置一所教师进修学校［8］ ．这样，我

国在 1980 年左右恢复和初步建立了以师范大学、师范专科、中等师范为主的

师资培养体系格局．
(二) 以管为主: 教师人事的计划烙印
1. 缺乏教师资格的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建立了三定一保的教师

培养政策，即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和生活津贴保障制度．在这一制度

框架下，师范生毕业即认为是合格的，就被包分配到中小学从事教育教学活

动，因此教师与资格之间并没有建立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制度

化、正规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国家才开始酝酿建立教师资格制度．1985 年 5 月
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爲提出，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

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9］ ，由此开启了教师资格制度的建设．
2. 对教师的工作安排主要还是以任命制为主．1986 年 5 月，原国家教委

颁发爯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爲、爯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爲和爯关于中小学教师

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意见爲三个文件，将中学教师职务设置为中学高级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中学二级教师和中学三级教师; 小学教师职务设置为小学高级

教师、小学一级教师、小学二级教师和小学三级教师; 同时提出，目前中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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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务一般宜实行任命制，有条件的地区或学校可以实行聘任制．［10］ 1986 年 10
月 22 日，原国家教委下发爯关于开展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称改革试点

工作的通知爲，决定开展中小学教师职务试点工作．
3. 实施城乡差异的教师编制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加强教师资格制

度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建设的同时，也改革了教师编制制度．1980 年代，我国

开始实施城乡差异的教师编制制度．1984 年 12 月 27 日，教育部颁布爯关于中等

师范学校和全日制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爲，明确了教职工编制标准，
强调以校为单位按班计算中等师范学校和全日制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根据城
乡不同情况合理制定教师编制［11］ ．

4. 教师工资实施与教师职务挂钩的职务等级工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先后

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以及岗

位绩效工资等四种工资制度．改革开放前主要实行的是职务等级工资．改革开放初

期，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爯关于国家机

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问题的通知爲，决定废除职务等级工资制，实行由

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四部分组成的结构工资制．
(三) 学历补偿: 教师培训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在职培训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让

教师能够胜任基本的教学工作．1977 年 12 月 10 日，教育部颁发爯关于加强中小

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爲，提出力争在三五年内，使现有文化业务水平较

低的小学教师大多数达到中师毕业程度，初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大多数达

到师专毕业程度，高中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大多数达到师院毕业程度; 所有教
师都要加强教师基本功学习和锻炼，学会普通话，板书、批语要正确工整［12］ ．
1978 年 4 月发出爯关于恢复或建立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院报批手续的通知爲
之后，全国各地陆续恢复或建立了教师培训机构［13］ ．此后颁发的一系列制度文
件，主要都是强调教师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强调丰富和
拓展教师培训的基本形式．［14］ 这些政策的规定都显示出对教师基本教育教学
能力或学历进行补偿性培训的目标．1985 年 5 月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爲提出，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考核，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
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15］ ．1986 年 2 月原国家教委爯关于加强在职中小
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爲也强调通过培训使现有不具备合格学历或不胜任教
学的教师，绝大多数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并取得考核合格证书或合格学历［16］ ．
总之，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家对中小学进行的主要是一种

补偿式的培训，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目的就是使教师能够胜任基

本的教育教学工作，从而保证中小学教育质量．

三、改革开放后教师制度设计的展开

改革开放后，教师制度设计在各层面都走向开放，走向专业化，走向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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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尤其是以建构开放性教师教育体系为重要标志的制度设计，将教师制度

改革引向了深入．
(一) 走向开放: 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
1. 允许和鼓励非师范院校参与师范生培养．1985 年 5 月爯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爲，充分肯定了已经建立的师范教育体制，要求把发展师范

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推开，既有的师范教育体系开始面临一些新情

况．一方面，基础教育不断发展，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优质的教育

需要优质的教师，因此需要调整和改革教师培养制度; 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尤

其是国家重点师范大学为提高竞争力，开始大规模设立非师范专业，一些综合

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教育类专业．为此，原国家教委于 1986 年 3 月 10 日印发爯关

于基础教育师资和师范教育规划的意见爲，除了进一步强调我国师范院校现有

的中师、师专、大学本科三级学制外，提出非师范院校按计划办师范班的招生、
分配、待遇应与师范院校一视同仁，毕业生也可按需要分配教中学，政策上要

采取鼓励措施［17］ ．这样，就开启了师资培养的新路径．1996 年 12 月 5 日，原国家

教委颁发爯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爲，指出要健全和完善以独立

设置的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为主体，非师范类院校共同参与，培养和培训相沟通

的师范教育体系［18］ ．
2. 提高师范教育层次．1999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印发爯关于师范院校布局

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爲，强调我国师范教育体系不仅要坚持师范院校为主体，
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的格局，还要提升师范教育的层次和结构重心，实现三

级师范( 高师本科、高师专科、中等师范) 向二级师范( 高师本科、高师专科) 的

过渡［19］ ．1999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颁发爯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

见爲，提出要坚持独立设置师范院校主体作用，进一步拓宽中小学教师来源渠

道，鼓励一批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培养中小学教师［20］ ．1999 年 6 月 13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发爯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爲，进一步提

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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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3. 构建开放性的教师教育体系．进入 21 世纪后，国家开始引导建立开放

的教师教育体系，实现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的转型．2001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
爯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爲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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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师范院校的

学科建设，鼓励综合性大学和其他非师范类高等学校举办教育院系或开设获

得教师资格所需课程［22］ ．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使用教师教育这一概念．2002
年教育部爯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爲提出，中小学新教师

培养要有计划、有步骤、多渠道地纳入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专科、本科、研

究生三个层次的教师教育，教师教育机构的办学层次要由三级向二级过

渡［23］ ．2010 年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爲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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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

体系［24］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爯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爲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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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位一体协同育人［25］ ．
(二) 注重规范: 教师人事制度的深化
1. 建立教师资格证制度．1986 年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爲第十三条

规定，国家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资格证书［26］ ．1994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爲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经认定合格

的教师可以取得教师资格［27］ ．1995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爯教师资格条

例爲，对我国教师资格的性质、资格分类、资格条件、教师资格考试和资格认定

的基本办法进行了明确规定［28］ ．2000 年 9 月 23 日教育部颁布实施爯爭 教师资格

条例爮实施办法爲，对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29］ ．2001 年 8 月 8
日颁发的爯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爲，对教师资格证书的用途、管理机构、认定机

构、主要内容、证书规格、收回证书的条件及编号方法等做了详细规定［30］ ．以此为

标志，我国的教师资格制度在全国正式实施．从 2011 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教师

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制度．在此基础上，教育部于 2013 年先后印发爯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爲和爯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爲，对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候选人的条件、考试方式等做出详细规定，同时规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 5 年一

周期的定期注册［31］ ，打破了教师资格证永久有效的制度．
2. 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改革开放之后到 90 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实行

以聘任制为主的教师职务制度．2003 年 9 月，人事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爯关于

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爲，强调要以实行聘用( 聘任) 制和岗位管

理为重点，合理配置人才资源，优化中小学教职工结构［32］ ．2015 年 8 月 28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爯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爲，提出要改革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独立的职称( 职务) 制度体系，
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教师职务分为初级职务、中级职务和高级职

务; 统一职称( 职务) 等级和名称，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

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 职务) 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二

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33］ ．
3. 实施城乡一体的教师编制制度．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逐步实施城乡一

体的教师编制制度．2014 年 11 月 13 日，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爯关于统一城

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爲指出，要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准，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标准［34］ ．
4. 推动实施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开放后，为更有效调动教师积极性，

满足教师生活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3 年 11 月制定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爲和爯机关、事业单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实施办法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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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教育行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主要分为专业技术职务工

资和津贴两部分，分别与工作职务高低和实际工作量大小挂钩，新的中小学工

资制度总称为中小学职务( 技术) 等级工资制，工作人员工资由职务( 技术) 等

级工资和津贴两部分构成［35］ ．到 2006 年，爯中小学贯彻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爮 的实施意见爲提出中小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

效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其中岗位工

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实绩和贡献，津贴补

贴分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补贴［36］ ．
(三) 关注成长: 教师培训助推教师终身学习
1. 普及提高式教师培训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建设开始逐步规范化．1990 年 12 月，爯全

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爲提出要将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

的重点转移到开展继续教育上来，对已经达到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进行以提

高政治思想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培训．这标志着我国教师培训政

策开始发生转向，从学历补偿培训转向教师的继续教育．1991 年 12 月，原国家

教委颁发爯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爲，提出要在小学教师中成长出

一批教育教学骨干，甚至要成为小学教育教学专家［37］ ．1993 年 7 月 26 日原国

家教委爯关于加强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爲也提出，对有培养前途的中

青年教师，要按教育教学骨干的要求和对现有骨干教师按更高标准进行的培

训［38］ ．1998 年 12 月颁布的爯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爲，提出了跨世纪

园丁工程，强调要在三年内以不同方式对现有中小学校长和专任教师进行全

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在全国选拔培训 10 万名中小学及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发挥

骨干教师在当地教学改革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39］ ．1999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全

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和校长培训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并在五年内对 1 000 万中小学教师基本轮训一遍，提高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基本适应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40］ ．到 20 世纪末，我国不

仅完善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专项政策法规，也形成了中小学教师培训的

制度性框架．
2. 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体系．进入 21 世纪，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专业化

成为主旋律．2002 年 2 月，教育部颁发爯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意见爲，将教师培训的目标调整为发展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是教师

培训制度发展的重要转折．2004 年 2 月教育部颁布的爯2003—2007 年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爲，进一步将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和师德培训作为中小学教师培

训的新要求．2004 年教育部爯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组织实

施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的意见爲，提出要加快推进教师网联计划，构建

开放高效的教师终身学习体系．组织优秀教师高层次研修和骨干教师培训，实

施三个培训，即 1 000 万中小学教师新一轮全员培训，200 万中小学教师学历

学位提高培训，100 万骨干教师培训并形成中小学骨干教师梯队［41］ ．2010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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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支持启动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简称国培计划) ，实施优

秀骨干教师示范性培训、中西部农村教师培训、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培训、班主

任教师培训、学前教师培训、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等重要项目，为各地推进教育

改革发展和开展教师培训输送一批种子教师，并探索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开

发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建设教师培训重点基地，为中小学教师特别是中西部农

村教师创造更多更好的培训机会，提供优质培训服务［42］ ．2011 年 1 月教育部颁

布爯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爲，提出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

应该以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业务水平为核心，以提升培训质量为主线，以农村

教师为重点，开展中小学教师全员分类、分岗、全员培训，努力构建开放灵活的

教师终身学习体系［43］ ．2011 年 10 月 8 日教育部颁发爯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

课程改革的意见爲和爯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爲，从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

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三个维度规范教师培养过程，并对在职教师教育课

程设置提出了框架性建议，这在中国教师队伍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44］ ．2012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爯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

见爲，提出要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教师培训机构为支撑、现代远程教育为支

持、立足校本的教师培训体系［45］ ．

四、教师制度建构和发展的基本逻辑

以上大致梳理和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教师制度的发展历程．教师制度

的变革是一个整体性的、不断推进和加强的系统性实践，从四十年教师制度改革

在三个维度上的进程和面貌来看，这些变化和革新又是多样的．很难说教师制度

在某一个具体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在另一些方面进展缓慢，也不能厚此薄彼

地认为一些方面重要而另一些方面不重要．但是，透过这四十年的历史变迁，我们

可以发现教师制度建构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展开逻辑．
第一，教师制度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教师制度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有

着密切关系，但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方式，大致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代表

的演进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前者强调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

新，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节省征得全体同意的成本，提高制度

变迁的收益; 后者则主张，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理性

构建或设计的产物，制度变迁这一过程也不是统治者和政治家凭借个人理性

设计的结果［46］ ．就教师制度本身而言，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前出现过人为设计
的现象，但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自发演进的过程，因为任何人为

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更何况教育实践本

身就是十分复杂的．改革的基本过程首先是冲破已有制度的束缚和障碍，循序

渐进地展开改革内容，改革会有曲折和重复，甚至也带有一些试错性质．但是改

革开放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它放开了政府对教育系统内部的诸多管制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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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得制度设计能够更贴近基层的需要．
第二，教师制度总是受外部更大的体制改革的推动与限制．教师的教育教

学活动总是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被纳入到教育外部权力的运行逻辑或

国家意志中．教师制度只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教育体制又是更大的社

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如果社会体制改革变化不大，教育体制和教师制度改革

也是有限的．［47］ 首先，教师制度建构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

列改革中，教育改革总是出现在经济改革之后，没有经济制度上的开放，就不

可能有财政制度上的改革，没有财政改革，财政权力不下放，就难以有足够的

经费确保教师制度的改革．其次，教师制度建设也得益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逐渐退出社会生活各领域，教师制度改革也开始摆脱以

往过于注重政治表现的做法，转而更加强调培养专业化、创新性的教师; 同时，
不断加强教师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确保各级各类教育改革都在法治的范围内

行动，消除教育命令、计划、规划等教育政策的随意性．无论如何，正是在体制改

革的推动下，教师制度才日益得到完善，但是教师制度的变革不能超越体制改

革的速度．
第三，教师制度建构最为根本的是确立教师的专业人身份．虽然教师制

度的建构既是政治的又是实践的，但是随着教师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和专业

活动的不断开展，教师的身份意识开始日渐强烈．这种专业意识并不能以传统

的教师角色为基础养成，而是依据教师在专业上的能力．所谓专业，大概包含一

些判断的标准，譬如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专家型知识和技能，具有独特的伦理要

求，要有专业化的培训，专业人要具备有效的行动力和独立的判断力，具有不

可替代性等等．显然，教师如果没有专业权力，就无法确保其专业人的身份，没

有专业身份，即便教师制度建构的严密完整，教师也只能从事工具型或技术性

劳动．当然，教师的专业身份建构确实还遇到重重困难，譬如在决定教学内容与

进度方面、教师自主性方面、教师科研等方面都面临实际的挑战．但是教师制度

的设计和建构有助于教师专业人身份的达成，也只有在教育制度不断更新

的基础上，教师离专业人身份的距离才可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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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Teacher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40 Years of Ｒeforming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DU Mingfeng
( Institute of Schooling Ｒeform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For over forty years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a relatively complete teacher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framework of State Domination． This stud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 regulation system from three dimensions: ( a) the teacher preparation
system， ( b) the teacher personnel system， and ( c)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 forty years: ( a) the teacher preparation system has transferred from normal education to
teacher education; ( b) the teacher qualification system greatly improved from requiring teachers
to achieve low-level qualification to high-level and professional-level qualification; ( c) the teacher
positional system changed from an  appointment system to the  recruitment system; ( d) the
teacher staffing system is revised from urban-rural differentiated to urban-rural integrated; ( e)
the teacher salary system is changed from structured wage system to grade system， and to merit pay
system; ( f)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is continually modified from the initially  compensatory
training to universally improvement training which emphasizes teachers＇ basic capabilities， and
to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system behind these changes is that the teacher system is a gradual reform． In addition，
besides being promoted or restricted by greater external system reform， it showed a strong awareness
of construct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education personnel; teacher training;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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