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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s' discourse includes two parts: student-centered discourse and teacher-centered discourse. Both of them have 

communicative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which cause the inner conflict of teachers' discourse. This conflict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erent 

natures of education, teleological nature and non-teleological nature, and distinguished natures of teaching as a profession, i.e.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n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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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性与策略性：教师话语的内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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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话语可分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和“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两类教师话语中都兼具“交往性”和“策略性”，

这构成了教师话语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于教育的“目的性”与“非目的性”以及教师职业的“规范性”与“非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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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discourse）对于教师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

因而话语分析是理解教师的可能的和必需的途径。“话语”

一词的含义纷繁复杂，本文中“话语”与费尔克拉夫在《话

语与社会变迁》中的用法相同：“我在比较窄的意义上使用

‘话语’一词，即用它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使用。

在语言学家传统上就‘语言使用’、‘言语’（parole）或‘语

言表现’（performance）进行写作的地方，我将使用‘话语’

一词”。（费尔克拉夫，2003：58）“在使用‘话语’一词时，

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

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境变量的一个折射。……话语既

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

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

产生作用”。（费尔克拉夫，2003：59）本文视“文本”为

“话语”的一种形式。 

教师话语是个庞杂的体系，不妨按照“话语对象”对

其进行基本的分类。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特别提出了

四种考察话语（形态）的角度，其中之一便是“话语对象”，

早在《癫狂与文明》中，福柯就从话语对象的角度分析了

古典时代的精神病学是如何建立一个详细说明对象的基本

框架的，这种框架是话语对象出现的必要条件。（李猛，

1999：381） 

如果以“话语对象”为标准，那么教师话语主要包括

两类：“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和“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

“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以学生为话语对象，包括“教学

性话语”和“教育性话语”。前者包括授课与备课中的话语，

备课中的话语主要包括教案、学案以及教学材料的编制等；

后者主要指教师为影响学生道德和人格发展而运用的话

语，比如批评表扬、心理辅导、书写评语等。“以教师为中

心的话语”包括学校的教师考评中的话语和教师研修中的

话语，教师考评中的话语主要包括学年总结、职称评定、

表彰大会等活动中的话语，教师研修中的话语包括教师培

训、校本研修、读书、科研及论文写作等活动中的话语。 

“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是教师话语的基本类型，当

教师职业产生之时，教师话语便天然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因为“教师”的存在是以“学生”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

随着教师发展的日趋重要，“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在学校

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教师”作为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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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对象被创造了出来。1 

现有的关于教师话语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师话语，尤其集中在教师的课堂话语。（牛海彬，

2010:8-17）对于“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的研究却很少。

本文将对两类教师话语做一整体性透视：1.运用哈贝马斯

的“语言互动的纯粹类型（pure types of linguistically 

mediated interaction）”框架，论证教师话语中同时存在“交

往性”和“策略性”；2.从“互文性”的角度说明教师话语

的“交往性”和“策略性”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剥离的；

3.进一步指出教师话语的“交往性”和“策略性”的冲突

源于“教育”和“教师”的特性。 

1. 教师话语的内在冲突：“交往性”与“策略性”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导致语言的“交往性”

（communicative）使用（它旨在获取理解）被语言的“策

略性”（strategic）使用（它旨在获取成功）所置换。（哈贝

马斯，2004[1983-1987]）哈贝马斯的这种区分与对“以言

行事”和“以言取效”的区分相对应，“在一些言语行为中

所有的参与者追求的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追求以言

行事的目的，我把这些言语行为称为交往行为；另一方面，

在一些言语行为中至少有一方的参与者试图通过他的言语

行为对对方造成以言取效的后果，我把这些言语行为视为

策略行为”。（哈贝马斯，2004[1983-1987]：281） 

哈贝马斯进一步将交往行为分为三种纯粹类型：会话、

规范行为和戏剧行为（哈贝马斯，2004[1983-1987]：

303-311），这样就将语言互动划分为四大类型，建构了“语

言互动的纯粹类型”框架（哈贝马斯，2004[1983-1987]：

312）： 

 

              形 式 

行为类型 
典型的言语行为 语言功能 行为取向 基本立场 有效性要求 世界关联 

策略行为 以言表意 行为命令式 影响对方 以目的为取向 客观立场 现实性 客观世界 

会话行为 记述式 呈现事态 以沟通为取向 客观立场 真实性 客观世界 

规范立场 调节式 建立人际关系 以沟通为取向 规范立场 正确性 社会世界 

戏剧行为 表现式 自我表现 以沟通为取向 表现立场 真诚性 主观世界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框架对教师话语进行分析。“交往

性”和“策略性”同时体现在教师的话语中，并在两类教

师话语中都有体现，它们构成了教师话语的基本冲突。在

“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中，课堂互动——尤其是自然科

学学科知识点教学——是典型的会话行为；班主任在学生

工作中常常持一种规范立场，比如在调解学生矛盾时；教

师站在讲台上，将自身的行为和语言艺术化，比如表现出 

 

﹡
本文“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教师”。 

1在文明的开端，教师便在实践领域出现了，但是直到今天，“教

师”在话语和知识领域才真正诞生，它突出表现在“教师经验”

变为了“教师知识”，“教研”变为了“科研”，面向学生的“实践”

与面向自身的“反思”提到了同等的地位。教师教育不仅成为更

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而且成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和知识领域。教师

个体不再仅仅面对学生，而将眼光转向自身；教师群体乃至教育

研究者群体将“教师”视为谈论、研究的对象。“教师”何以会成

为知识的主体，生产关于自身实践的知识？“教师”何以成为知

识的客体，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这些福柯式的问题很值得研究。 

 

自己幽默的语言、渊博的知识和宽容的心态时，可视为一

种戏剧行为。另一方面，上述三种话语也都可以是一种“策

略行为”，比如，无论是课堂互动、还是班主任学生工作乃

至教师的自我展示，都可能采用命令式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对语言互动的分类是一种“纯

粹类型”，现实的教师话语的“交往性”和“策略性”往往

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班主任为了鼓励一名不太被班级

所接纳后进生，而表扬他的一个与其他同学相比并不突出

的优点。这是一个策略行为，因为意在影响这名同学和其

他同学。但班主任表扬的具体事实是真实的，也持有一种

正确的规范立场，希望改善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同时，

班主任对这名学生的关爱之情也是真诚的，所以这同时也

是“交往行为”。策略性和交往性在这里是同一话语的两个

方面。 

“交往性”和“策略性”的冲突也体现在“以教师为

中心的话语”中。这一类话语不仅体现为会话行为和规范

立场行为，更突出的体现为戏剧行为，这在教师经验交流

会、校本研修、教师叙事等活动的话语中有明显体现，这

类话语也有利于沟通和交往，其话语的功能重在自我表现，

要求语言的真诚性。同时，这类话语也可以是一种策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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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如在职称评定会中，为了评上职称而夸大事实夸张

感情。 

同样的，“交往性”和“策略性”也交织在“以教师为

中心的话语”中。比如在大量的“教师叙事”中，明显地

体现了教师话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但是，教师

叙事中的“教师”明显地比现实中教师的话语和行为更“正

确”，更“真诚”：通常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背后都有一颗

热爱学生、追寻教育理想的心。到底是所有进行教育叙事

的教师都有这样一颗心，还是在教育叙事中不得不表现出

这样的“心”？还是当“爱”与“心”近乎成为教师的“意

识形态”后的一种自我暗示的结果？当一种心灵的审视需

要交由众人围观时，当有一种永远“正确”的东西存在时，

众人恐怕便会永远看到绝对正确的心灵。 

2. 教师话语中 “交往性”与“策略性”的交织 

哈贝马斯的上述四种类型的框架主要是针对“语言互

动”的，但他关于“交往性”和“策略性”的两分法却可

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因为“交往性”和“策略性”的

两分法扎根于“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对立，而理

性几乎是人类所以行为的根基。所以不妨用这两分法审视

教师文本。  

“交往性”和“策略性”不仅交织在具体的教师话语

中，尤其体现在教师文本的“互文性”中。福柯（Foucault，

1972:98）认为，“不可能有什么陈述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再次实现其他的陈述”，这便是“互文性”。费尔克拉夫将

互文性分为两类：“明确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

前者指“其他文本明显地出现在正被分析的这个文本中”；

后者指“除了结合或是回应其他文本以外，一个文本的互

文性还可以被看作是体现了它与习俗（conventions）（文类，

话语，风格，行为种类）的潜在的复杂关系，它们统统被

建构起来，以便形成一个话语秩序” （费尔克拉夫， 

2003[1993]：95），建构的互文性关注的是某种特定文本是

以何种方式“占用”（appropriate）话语秩序（包括文类，

话语，风格，行为种类等），即通过话语秩序要素的结合来

建构某一特定话语类型，这种建构的互文性被费尔克拉夫

称为“话语互联性（interdiscursivity）”，被辛斌（2002:15-21）

称为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并将其定义为“语

篇中不同风格、语域或体裁特征的混合交融”。 

“教案”突出体现了明确的互文性，大部分教师的教

案会以明确的方式再现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话语。教师书

写教案的过程，不仅是个文本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文本

消费的过程。教师需要“吃透”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也就

是尽可能地内化“法定文化”后再编写教案，然后依照教

案与学生进行语言互动。比如，教师在讲解一首诗歌时，

他不能够甚至不应该主要按照他的理解或感悟来备课，他

首先需要考虑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解释，此刻教师呈现的

是课本和教科书眼中“真实的”世界和“正确的”规范，

还必须“真诚”地表达法定的情感。显然，他的讲解将是

策略性的，这种话语实践中的“策略性”与其说是教师以

法定的话语为手段教育学生，实现学生掌握法定文化获取

高分的目的，还不如说那套法定的话语以教师为手段，实

现对每个学生的教化。 

但另一方面，这里的话语仍然可以是一种交往行为。

如果教师完全内化了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中的法定文化，那

么他在传授时，他会真诚地以书（这里指课本和教学参考

书）中的世界为自己的世界，书中的情感为自己的剧本，

书中的规范为自己的准则。那时，他将以最大的真诚扮演

自己的角色，“交往性”和“策略性”无法分离。 

教案体现的是明确的互文性，“教师论文”则体现了建

构的互文性。这里的“教师论文”是指随着中小学科研的

兴起，中小学教师写作的与研究相关的论文，与专业研究

人员写作的“科研论文”相对应。借用费尔克拉夫（2003）

的视角，这种文本在“文类（genre）”、“话语（discourse）”

和“风格（style）”等方面都杂糅了专业研究人员写作的“科

研论文”、各级政府的“文件”和中小学教师写作的“经验

总结”等文本类型的特征。文类上至少部分具备科研论文

的形式，话语与政府文件高度一致，风格接近于经验总结

式的无限温情与高度认同感。“建构的互文性”使得教师论

文往往从内容和形式呈现高度一致性，几乎千篇一律。教

师论文作为自我反思和实践总结的产物，有利于教师专业

发展；但其大量发表，似乎不是为了同行之间的交往和沟

通，因为面貌如此一致，几乎不需要交流和协商。那么，

一些教师论文的发表恐怕只会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和策

略。 

3. 教师话语内在冲突的根源 

无论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话

语，都体现了明显的交往性和策略性，更为重要的是，在

实践中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相互剥离。这两者构成

了教师话语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根源何在呢？ 

哈贝马斯（2004[1983-1987]）认为行为的策略性源于

科技理性（工具理性），而交往行为与沟通理性相对应。本

文不循此社会批判的路径进行论证，而是认为教师话语的

内部冲突根源于教育实践和教师职业的内生的矛盾。或者

更广义地讲，与其说现代性导致了冲突，不如说它激发、

展现和发展了实践中本来就存在的冲突。 

教师借助“以学生为中心的话语”进行教育实践，其

中的“策略性”与“交往性”根源于教育的“目的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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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目的性”。如果教育面向“生活世界”，教育本身只是

一种生活的样式，一段教育就是一段生活，生活没有高于

或外在于自身的目的，那么教育也没有这样的目的。这样

一种教育孕育了师生的交往理性，教师的话语就是“交往

性”的。可是，教育又是有目的的，区别往往只在于这种

目的是基于社会、个体还是文化的考量。既然教育是有目

的的，那么教师以成功为导向的策略性行为就成了可能；

既然“一切为了学生”，那么“爱”也可以成为一种手段。 

“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是教师发展的重要方式，其

“策略性与“交往性”根源于教师职业的“规范性”与“非

规范性”。“师范”和“normal”的词源都显示了教师职业

的规范性；而教师是以人育人的职业，教师作为人的主体

性和创造性又必须得以张扬，打破“norm”也是教师职业

的内在要求。“规范性”使得教师的话语尽量符合国家和社

会的期待，这可能导致教师运用策略对话语进行加工和包

装，以求符合规范；“非规范性”又使教师可能保持这类话

语的个性化和真诚性。 

现实中教师话语的“策略性”成为了一种显在的“危

险”。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套主导性的教育

话语都具有强烈的目的取向，这增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话语”的策略性的倾向。“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与考评机

制的结合和对竞争的强调削弱了“以教师为中心的话语”

的“真诚性”，甚至有从“自我表现”走向“自我表扬”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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