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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的内心景观是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教师的职业内疚是教师职业生

命的重要内容。 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的方法，着力于教师生活体验的理解，揭示了内疚情绪的
基本内涵：基于职业良心的歉意、对专业失误的追悔、基于专业威信假设的羞愧和基于专业责
任的负罪感等。 教师的职业内疚具有内向性、道德性、智慧性和弥散性等特点。 教师职业内疚
具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内疚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情感力量；内疚通过引发职业良知来唤醒
教师的职业自觉；基于内疚的反思可以提高教师的道德自律感；内疚可以调节和改善师生之间
的关系。
关键词：

小学教师；职业内疚；现象学研究；教育学意义

教师的内心景观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 “ 后课改” 时代境遇与使命的变化亟待围绕教师研究的视

点转换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方向需要关注教师的内心体验，推进变革的持续“ 动力” 也将更多地依赖
健康的专业情绪。［ 1］ 小学教师职业情绪是教师职业生命的重要内涵，也是人们理解教师的敏感切入口。
深入研究小学教师的职业内疚，分析其情绪结构，有利于发展合乎实际的教师教育。
职业内疚主要指在教育场域中，教师个体认为自己对实际的或者想象的错误或过失负有责任，事后
反思时教师自身伴有的愧疚、不安等情绪体验。 无内疚则无反思，无他者的立场也就很难形成与学生相
处的智慧，进而在错误与职业挫折中实现成长。 适度的职业内疚感可以触发教师自我的反思与确认，引
导教师体验学生的体验，从而可以智慧行事，建构完整的自我。 与此同时，教育现象学是一门关于实践
的学问，主张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寻找意义，使得一个际遇、一个关心、一个情境或活动变得有教育学意
义。［ 2］ 实践教育现象学研究要求我们对人类日常生活现象保持敏感和好奇，直面现实生活世界的各种
问题，回到现象本身去直观探究其真实的本质。 本研究以实践教育现象学范式为路径，试图探究：小学
教师的职业内疚是什么样的？ 其结构和特征是怎样的？ 具有什么样的教育学意义？
一、关注“ 生活过的体验” ：教育现象学的核心
现象学所倡导的对生活体验的研究，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他人提供了一条可取的路径。［ 3］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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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以鲜活的生活体验作为起点和归宿，关注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能弥补传统研究的缺憾。
１ “ 括弧前见” ：现象学的态度

胡塞尔试图“ 直接描述体验之所是” ，抛开先入为主的“ 前见” ，拒绝抽象思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

互作用来显现意义，用体验对这个世界做出解释，并以前概念、前理论、前科学的展示方式“ 回到事情本
身” 。 “ 回到事情本身” ，正是要“ 悬置” 那个概念的规定性，“ 还原” 到尚未被概念所规定时的体验，保有
它生动和丰富的本来面目的样态。 “ 括弧前见” ，借用现象学的“ 悬置” “ 还原” 等手段，挣脱概念的规
约，回到那个生动的和丰富的事情本身。［４］ “ 回到事情本身” 即现象学精神，它排除任何中介而直接把握
事情本身。 在探究的过程中，“ 悬置” 和“ 还原” 是呈现现象学意义的主要路径。

“悬置” 是认识现象学的第一个步骤。 在“ 悬置” 的过程中，研究者要把自己的知识、偏见等搁置一

边，但不是要清理这一切，而是要存而不论，保持一种“ 无知” 的认知状态。 由此，研究者就可以通过一
种原初的认识状态去看待事物，去理解现象，进而发现遮蔽着的意义世界。

“ 还原” 的目的在于把人们带回到体验世界的意义和存在的起源之初，通过这个意义之源，去感知

和分析体验世界的方方面面。 “ 还原” 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括弧前的体验的状态，分析体验的结构和特
质，并在呈现体验的显现状态中揭示现象的教育学意义。
２ 轶事写作或收集：回到“ 那个时刻” 的直观

“ 对话式访谈、观察与实物收集是现象学研究最常用的资料收集的手段。” ［５］ 此外，文学、传记和其

他艺术来源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生活经历的鲜明例证，使我们对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经历范围的部分加
以调查。 而现象学文献则与众不同，现象学文献里的材料可以解决困扰我们已久的主题或问题，且基于
传统才能让思考更为深入。［６］ 虽然现象学研究方式较多，但轶事是现象学研究的资料基础与研究传统
所在，它是探寻体验的根基，也是回归事情本来面目的核心载体。
３ 研究即“ 重写” ：“ 还原那个时刻” 的体验

本研究主要邀请 Ｊ 省部分参与“ 国培计划” 的小学教师（ 以语文、英语等科目为主） ，从中挑选了 ９０

多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邀请他们参与轶事写作或主题访谈。 资料收集后，我们对符合要求的轶事、访
谈内容和文件资料（ 教师的反思日记） 进行编码，如 Ｔ１ 表示教师 １ 的轶事。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我
们尽量做到：一是悬置先见，消除可能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与疏漏；二是 ＬＥＤ（ Ｌｉｖ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简称为 ＬＥＤ） 改写。 ＬＥＤ 改写的基本模式为“ 生活体验的描述 ＋解释的剔除” 。［７］ 要剔除轶事中的反
思性内容、评价性话语，有时也需要增加一些具体的细节，以逼近体验本身。 “ 改写的目的是为了一次
次更加迫近体验本身，将访谈对象在故事发生时的体验真实、具体地描述下来” ［８］ ；三是逐句分析。 逐
句分析（ Ｌｉｎｅ －ｂｙ －ｌｉｎ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现象学研究最普遍的分析方式，它能通过精准的体验分析梳理出现象
学的结构。［９］

逐句分析是“ 前概念” 式的分析，它是揭示现象之本质的关键步骤。 逐句分析关注的是体验的原初
意义，即每一句话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体验，它与主题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把每一句细节体
验与体验主题的关系描述出来，建构出细节体验与体验主题之间的意义链接，寻找被概念遮蔽了的意义
源头。
二、小学教师职业内疚的意义结构与职业特征
现象学式的体验研究对教育研究的提醒是：无论研究教育改革历史还是研究教育改革现状，首要的
问题乃是对当事人或承受者的真实体验的关注和尊重。［ 1０］ 因为“ 现象学的目的是研究人类生活经验的
本质或基本结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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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学教师职业内疚的意义结构

教师内疚是教师职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教师的轶事，我们试图揭示小学教师职业内疚的

具体内涵及其结构表征。

（１） 基于职业良心的歉意

自责是个体对以往事件的反省，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歉疚，这种歉意会让教师重新审视个体之前的
做法，体验他人的体验，善解他人之意。 这种换位思考是一种重要的调节力量，能有效地防止教师的冲
动行为，使其愿意聆听学生的诉求，感同身受地去体验学生的心路历程，进而有效地做出教育决策。
愧疚是一种“ 认错” 的态度和意识，是对他者的关注和反思。 适当的愧疚是一种教育伦理情怀，可
以引领教师站在伦理的高度，回归理智的专业生活，倾听学生的心声，基于学生的立场，这样才能做到真
正了解学生，读懂学生。 “ 从广泛意义上讲，教育是与孩子相处的活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
进行实践活动。” ［６］

（２） 对专业失误的追悔

愧疚总是发生在某种经历之后，事后的悔悟紧随而来。 从一定意义上看，当教师对自己的教育实践
有所悔悟时，他会担心自己的过错给学生带来心灵的伤害，甚至担心给学生留下永久的心理阴影，这些
愧疚与歉意一定意义上引发了教师专业生命的成长。
教师的追悔是教师生命与学生生命的联结。 明明是该表扬的好人好事，却被教师错误地当作坏事，
必然会影响积极行为的发生，阻碍当事学生继续做好事的激情。 当教师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未经调查而
“ 误批” 了学生，这时只有用追悔和自责来调节心中的内疚，同时也会提醒自己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境该
如何处理，至少“ 批评学生” 时会变得谨慎多了。
（３） 基于专业威信假设的羞愧

教师一般都有这样一种信念：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由此，教师认为个人的威信源自

“ 个人的专业能力” ，只有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方能在学生心目中有地位。 否则，就会觉得自己不称
职，也会因此而羞愧。 这种认识会给教师专业发展以压力，同时，也是教师成长的动力之一。

当教师把自己认定为学生面前的“ 知识权威” 时，就会把学生的问题当作一种检验或挑战。 这样一

种角色信念无疑成了一种压力，要求教师成为学生的“ 问题英雄” 。 一旦不能为学生排忧解难，就会滋
生一种无能感和羞愧感，甚至动摇自己的专业信心。 这种羞愧一方面会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
也会影响教师的自我认识。 适度的羞愧感可以强化教师的专业道德意识。 当然，持久的羞愧感会伤害
教师的专业自信，误导教师的角色定位，久而久之，则会产生无助感。
（４） 基于专业责任的负罪感

如果没有内疚的影响，教师或许就不会对个体的责任感有所觉察。 阿尔夫·罗斯（ Ａｌｆ Ｒｏｓｓ） 指出，

“ 内疚决定了责任感以及关于责任感的惩罚。” ［ 1２］ 责任感消失了，教师就不会对自己的专业失误或失责
感到惭愧与后悔。 教师职业过程内在地包含着责任感：一种对学生未来负责、对学生生命的责任与
意识。

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如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面对学生就会“ 心虚” “ 汗颜” ，这是教师应该有的情

绪。 课堂情境是一个特殊的学习场景，若课堂互动呆板机械，教师面对困境不知所措，这同样是教师不
负责任的表现。 倘若教师能够带着这种心虚和责任去面对学生个体，自然就会少一份负罪感，多一份踏
实。 心虚可以唤醒责任，让教师对个人的失责产生负罪感，进而使得教师会更认真备好每一堂课，认真
了解学生，从而做到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负责。
２ 教师内疚的职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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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应的描述词。［ 1３］ 职业内疚具有以下特质：
首先，教师内疚是一种内向式的反思。 职业内疚是“ 内发式” 的自我追思。 在其追思的过程中，它

是个体对所做的错事感到悔悟的心理状态。 “ 在内疚中，自我是主体，客体是外在于自我的。 自我聚焦
在违背标准的行为、关于遭遇失败的客体上。 许多研究者已经使用像操心或遗憾的术语作为内疚的同
义词，建议聚焦外在于自我的某事，而非关注自我本身。” ［ 1４］ 教师对某些事情无法隐藏个体的感受，悔恨
之心渐渐强烈，但此刻却无力改变现状。 虽时过境迁，但迟来的感受让教师回到教育情境，产生懊悔，引
发反思，进而影响其今后的教育决策。

其次，教师内疚是一种面对自我的道德审判。 “ 教育的本质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活动，而不是一种

技术或生产活动。” ［ 1５］ 职业内疚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力量，其本质在于道德品质与公序良俗的觉悟。 职业
内疚源自内在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 在这些情绪的影响下，教师生活逐渐回归道德，回归初心，回归
生命。 职业愧疚会让教师自觉审判个体的道德实践和专业能力，引导个体进行自我反思。

再次，教师内疚是一种内在智慧的提炼。 “ 体验可以开启我们的理解力，恢复一种具体化的认知

感。” ［ 2］ 没有与学生的专业交流，教师可能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 内疚可以催生教师的自我理解和建
构，可以更清醒地面对自己，面对具体的情境，对于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有深度的体知，能够很好地把
握处理学生问题的“ 度” 。 这些智慧植根于自我实践的反思，是一种强大的实践性知识，也是临场机智
的重要母体。

最后，教师内疚具有弥散性。 “ 如果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情，不但自

己的心情会好，而且会在无形中感染学生。” ［１６］ 内疚作为一种情绪具有同样的特质，一方面，它可能引发
教师内在的反思，从错误中回来；另一方面，可能会成为一种心理阴影，过度的自责会压抑个体的创
造性。
三、职业内疚：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内涵
自责、追悔、羞愧、负罪是教师内疚的真实内涵，是教师职业生命的重要内容。 内疚这些显露的结构

是基于教师职业内疚情绪的前概念的整体概括，它折射出教师情绪的原初样态。 马克斯·范梅南（ Ｍａｘ

ｖａｎ Ｍａｎｅｎ） 指出：“ ‘ 我们如何引导儿童的行为，我们该如何与儿童生活，帮助他们创造他们人类的能
力，意识到我们是恰当的而不是想要伤害他们的？’ 它现象学式地反映了教育学的意义。” ［１７］ 揭示教师
内疚的教育学意义，引导教师教育回归教师内心景观的关照，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在当下“ 技术至上”
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作为一种情绪动力：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 教师教育不能只是培训，也要在生活体验中培养。” ［１８］ 基于此，现象学家范梅南指出：“ 因为‘ 培

训’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隐含了一种技术的意味。 当然，这也是教师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更喜欢用‘ 教师教育’ ，因
为‘ 教学的机智’ 更多是要靠对生活体验的不断反思而形成的。” ［１９］

“ 个体必须能够思考他的动机，而且知道他的行为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可选择的还是无奈

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外部压力或刺激的结果还是自己主观意愿的结果。 当个体做出指向自己的
内部归因时，成熟的内疚才有可能发生。” ［ 2０］ “ 内疚体验视为未来行动的一种力量” ［ 2１］ ，职业内疚可以视

作教师专业发展的“ 驱动器” ，也是教师个体情绪管理的重要内容。 内疚引发自我专业与德性的拷问，
让教师在内心感到自责和悔悟，形成触动生命的心理能量，撼动和重建已有的认知和信念，实现自我的
提升和发展。 职业内疚也可以作为提升职业动机的切入口，通过对当时情境个体言语、行为和价值取向
的深度追问，引发教师的自我反思和成长，这比培训要更有意义、影响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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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作为一种职业良知：唤醒教师的职业自觉

职业良知让教师变得温情，可以唤醒教师的生命意识和内在的道德自觉。 师爱是一种良知的表达，

也是向善、求善的教育资源。 “ 爱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人们所向往。” ［ 2２］ 良知是一种自我教化的力量，
它能抵抗各种诱惑，唤醒面对挫折的勇气，并用生命中的正能量照彻人们的内心深处。 即使面对各种失
意的或得意的境遇，也能秉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职业和学生。

内疚根源于良知，因良知而自知。 “ 你可以害怕或厌恶无生命的物体和非人类的动物，但是爱和内

疚感的产生则需要他人的存在。” ［ 2３］ 这个“ 他人的存在” 便是爱护学生生命的良知，这是教师职业应有
的良知。 在这种良知的推动下，教师在面对师生关系时有一种爱的愧疚。 这种无声的爱在某种情境下
会转化为爱学生的具体行动。 当学生出现意外时，这种愧疚瞬间转化为一种勇气，一种无所畏惧的勇
气，一种面对个人错误的勇气。

３ 作为一种反思意识：提高教师的道德自律感

内疚产生于道德内化和提升的过程中，是一种基于反思的道德成长。 个体既往有过受伤害的痛苦

体验，或者有观察别人因受伤害而痛苦的经历，使得他对别人的痛苦也能感同身受。 所以，一旦他的行
为对别人造成伤害时，就会产生移情性的悲伤，这种移情可使个体强化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并做出指向
于自身的归因，产生自责、痛苦等内疚情绪。［ 2０］
教师的外在自我片面强调行为的结果，内在自我则有更多的生命情怀、学生立场和专业意识。 在反
思意识的参与下，教师的内在自我开始发声；学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内在的人性得以唤醒，
这也正是教育观转机之时。 教师在自责的过程中能够变得更加有智慧，能够形成反思的意识和习惯，对
指涉的事物进行合理的归因。

４ 作为一种调节力量：推动师生关系的改善

师生关系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意味着教师既要懂得如何开展教学，也要懂得与学生建立良

好的情感关系。 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所建构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果师生关系亲密融洽，
师生之间充满爱、温暖，教学活动充满鼓励和支持，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 反之，师生关系
冷淡疏远，师生之间缺乏爱，教学活动充满焦虑和责难，必然会损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２４］
愧疚可以借助反思去平衡师生之间的关系，在平等的人格基础上实现良好的生命联结。 有了愧疚，
才可能引导教师回到师生交往与对话的过程中，去反思和判断自己的角色和行为。 愧疚可以作为生命
深度联结的通道，是实现知识交流和生命对话的钥匙。 “ 师生关系旨在本着尊重学生自主性的精神，使
他们的人格得到充分发展。” ［２５］ 当教师能够对“ 当前的自我” 和“ 过去的自我” 进行推心置腹的“ 心灵对
话” ，能够反思生命进程的不当，才可能引导教师打开师生关系的“ 情感枷锁” ，构建健康、积极的师生关
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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