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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谱系学方法作为当前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符应了教师伦理观研究的需

要。谱系学方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主张，有助于彰显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

论取向，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问题性的实践关怀。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教师伦理观研究构

建旨在探询教师伦理观的本然面貌，揭示教师伦理观的权力底色，反思教师伦理观的价值

架构。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应用谱系学方法应以特定论述为起点，以具体现象为始基。

由于谱系学方法的固有特质，需要理性考量其对形而上追求的消解，悲观性意向的催生和

历史性认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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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教育研究领域中，教师伦理研

究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其中，以人们对教师

伦理的根本认识与看法为研究对象的教师伦

理观研究，无疑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

涉及民间教师伦理隐喻、相关组织的教师伦

理论述、学术界的各种教师伦理认知等。在

教师伦理观研究领域，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

三方面展开。一是民间教师伦理隐喻，如有

学者探讨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关于教师伦理

的诸种隐喻，［1］梳理了教师隐喻在古代、近

代及现代等多个时段的变迁［2］。二是相关

组织关于教师伦理的论述，如有研究系统梳

理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教师

称谓的变迁，大致描绘出了教师伦理论述的

发展脉络，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国际组织层面、

国家层面乃至地方政府层面关于教师伦理的

论述。［3］三是学术界关于教师伦理的探讨，

如有研究呈现了国内学术界教师伦理认知的

大致面貌，［4］系统总结了国外学术界的各种

教师伦理认知［5］。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为教师伦理观研究

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目

前的研究往往由于忽视多种研究方法的应

用，大多只是停留于对相关观念的整理与叙

述，尚不能全方位、深层次地对相关问题进行

批判与反思。弥补教师伦理观研究的不足与

缺陷，有必要找到一种较为适切的哲学研究

方法。谱系学方法作为当前哲学研究的方法

之一，符应了教师伦理观研究的需要。因此，

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

主张，并以此作为一种观照方式，有助于彰显

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论取向，凸显教

师伦理观研究的实践关怀。积极探索谱系学

方法的理论应用，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询教师

伦理观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启迪教师伦理观

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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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谱系学方法对教师伦理观研究的价值

“谱系学”（Genealogy）一词来自拉丁文

Geneagia，又译为“系谱学”，原义指关于家族

世系、血统关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科学。谱

系学方法的使用，主要来自于两种不同的学

术传统，一种来自于家族历史的亲缘分析，以

家族树为谱系学研究的典型图像，从而有助

于理解事物发展历程的起源以及演变过程。

这一学术传统被生物学和医学使用得比较频

繁。另一种则主要指向尼采（Nietzsche，F.）、

福柯（Foucault，M.）所使用的“谱系学”，即谱

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学说和方法。

本文所论述的谱系学方法一方面吸收了“谱

系”本身的原有涵义，即对事物的起源和演变

过程的考察，但主要还是侧重于福柯意义上

对于冷僻知识的关注和关切，以及对知识背

后的权力谋划的揭示。

基于谱系学方法的教师伦理观研究，则

通过呈现出当前相关问题现象的非必然性与

历史建构性，进而给出自我、世界与事物的多

重真实与多元理解的可能性。［6］由此，对于

教师伦理观研究而言，谱系学方法的价值在

于“破”。正是在“破”的过程中，教师伦理观

研究的视野被打开，弱小或被压制的声音被

研究者所关注。

（一）彰显教师伦理观研究反思性的理

论取向

当前的教师伦理观研究往往停留于对教

师伦理观的整理与呈现，将问题的关键指向

“教师伦理观是什么”，而忽视了对特定教师

伦理观“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深层次的反思与

追问。事实上，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后一问题

可能较之前一问题更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后一问题的解决，是切实回答前一问题

的前提。只有对特定的教师伦理观进行持续

的探究，才能展示其承袭与延续的进程，探究

其出现的源流、条件乃至过程等，从而认识其

真实的面貌。

就谱系学方法的本意而言，其往往是通

过对现况的历史性追溯，揭示历史的偶然性

与非线性，祛除人们对永恒性、普遍性事物的

执着。因为，人类往往总是试图为生活中的

一切找到终点或目的，由此确证自我的生存，

获得生活的信心与理由。但正如尼采所说，

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非历史”地活着。就

像他所揭示的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

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

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

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7］正是基于

这一立场，福柯发掘了精神病、疯癫、诊所、监

狱、性经验等此类冷僻事物的根基与话语

史。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考察，他揭示了

人类社会中各种知识的差异、断裂，从而挖掘

出制约这些思想纪念物、精神文化现象的内

在深层结构，并最终彰显了它们的本真面目，

藉此重新评判现实世界的价值。由此，借助

于谱系学方法，教师伦理观研究无疑可以通

过历史地审思教师伦理观的源流、发展进程

与条件等，揭示隐匿的背景因素等，从而在批

判与反思中促进教师伦理观研究的整体进

步。

（二）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问题性的实

践关怀

谱系学方法推动的源流追溯，不会沉湎

于历史的本质探寻或真相揭示，而会积极寻

求诊断自身所面对的实践问题并探索可能的

未来发展路向。［8］正是在此意义上，谱系学

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应用，将不只停

留于对与教师伦理观相关的概念、认识等的

理论探究，而会致力于将其作为突破口，整体

观照现代教育所遭遇的实践问题，积极深入

探询这些问题如何在权力的羽翼下发生及发

展。具体而言，教师伦理观其实是在丰富的

教育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在主

体分析和解决一系列与教育实践相关的伦理

问题过程中逐渐发展与形成的。而谱系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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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揭示特定教师伦理

观与具体、绵延的教育实践情境之间的内在

关联，从而凸显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实践关怀，

如谱系学方法有助于厘清散布于教育时空中

的教师伦理观是如何产生、如何改变乃至是

通过何种关系与技术而成为教育实践中的

“标准”化存在等诸多问题，从而揭示现代教

育实践情境中的权力“真相”。

二、谱系学方法对教师伦理观

研究的逻辑观照

谱系学方法不仅可以作为研究方法而存

在，其背后亦蕴含着深层次的本体论、认识论

与价值论主张。由此，我们也有必要整体探

询其根本性主张，并以此作为一种观照方式

以深入探究教师伦理观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探询教师伦理观的本然面貌

从谱系学方法的基本立场观之，在形而

上学方面，谱系学对真实的本体论与形而上

学问题，往往采取的是某种建构论立场。［9］

言下之意，在谱系学的视野中，当前一定的现

实与历史并非决定于一定的本质。事实上，

福柯也曾说：“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

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它的

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

开始就已注定的形式，然后揭示过去仍在，仍

活生生地在现在中间，并在冥冥中唤醒它

……相反，追寻来源的复杂序列，就要坚持那

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确定偶然事件，

细微偏差，或反之，去确定错误、错估和那产

生了现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错误演算；

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

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

在性。”［10］由此，在以谱系学方法推进的教师

伦理观研究中，当涉及对相关问题的历史性

探询时，我们应确认一定时期群体或个体的

教师伦理观都可能只是作为人为建构而存

在，而不应被纳入特定的本质化指涉以及由

此形成的因果独断之中。进言之，在未来的

教师伦理观研究中，我们可以积极关注那些

未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乃至被其所排斥的，或

未被人们所认知的教师伦理观，探察隐蔽在

理性光芒所照耀世界背后的底色，如积极关

注具有乡土或传统特色的教师伦理观，儿童

的教师伦理观等疏离于主流教师伦理架构中

的认识与看法，解析其中所存在的隐蔽的、模

糊的乃至被压抑的因素。

（二）揭示教师伦理观的权力底色

正如福柯所说：“谱系学枯燥、琐细，是

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

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11］言下之意，

谱系学应该致力于挖掘那些因特定的秩序化

而被湮没的事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置”

过去，进而瓦解一致性、连续性的合法化与普

遍化叙事。而正是基于这种“重置过去”的分

析，谱系学者质问构成真理的那些知识与普

遍假设，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生成

机制，知识、权力与主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型构

关系，于是构成了谱系学者在认识论上的根

本立场与主张。［12］或者说，谱系学不再像以

往的主体哲学那样，需要依据某种先验的“主

体”概念，以之作为根本的参照系来把握知

识、真理与主体等，而是着力于把握权力之网

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13］

在此意义上，谱系学方法在相关学科研究中

的真正价值就逐渐显露出来，即它的价值并

不在于对某一认识真实性的质疑，而在于拒

斥任何将某种知识、观念普遍化的努力。因

此，在推动教师伦理观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

清楚地理解权力之无所不在，以及其与教师

伦理观的内在勾连，即特定教师伦理观普遍

化背后的权力底色。因为，权力不可能单独

行动，它本身不可能实现穿透性的、持续性的

影响，唯有借助符应自身需要的、普遍化的特

定教师伦理观，其才能渗透于教师生活的方

方面面，进而影响乃至控制学校中所有个体

的生活实践。具体而言，如果以福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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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微观形态的“政治解剖学”观之，教师生

活的空间、时间的安排都有着权力因素，权力

就如同毛细血管，渗透到各个领域，权力是无

所不在的。［14］而获得合法性与普遍性的教师

伦理观也不例外，其也是在一定的权力背景

中被制造和生产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

可以通过对教师伦理观发展历程的呈现，反

思与质疑教育实践中为权力所裹挟的、普遍

化的特定教师伦理观背后的政治谋划或社会

期待。

（三）反思教师伦理观的价值架构

在价值层面，谱系学方法将引领人们整

体反思实现一定的伦理判断所依持的那些价

值预设的构成与历史。因为，在谱系学的语

境中，一切事物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

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

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完全不同的形

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15］由此，在

谱系学破除本质性、普遍性存在的同时，其实

也在引领我们反思价值判断背后的先在架

构，彰显其间的特定脉络性乃至权力性结

构。［16］在此意义上，谱系学方法无疑试图在

具体脉络中辨认和批判性地反映我们自身的

伦理实践，对主体行动的价值判断进行分析。

简言之，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

影响之中，不可须臾脱离，所以思想史上才会

有先哲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符号的动

物”等，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

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考虑。由此，人是作为多

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受各种价值的影

响，故而势必需要倚赖脉络性的反思与批判，

才能真正地理解“自我”。而教师伦理观作为

人为的产物，自然亦难脱离先在价值架构的

负累，这表现为任何既有的教师伦理观在某

种意义上都是由特定的“政治—社会”价值取

向所建构而成的。因此，在基于谱系学方法

的教师伦理观研究中，我们将明晰一定的教

师伦理观往往会受制于隐匿在其背后的、先

在的价值架构的情形。然而，这种具有本质

化倾向的现实存在可能并不具有合理性，应

予以整体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在这种反思

与批判中，以往那些被标签为“偶然”、“破

碎”、“卑微”而被“无视”乃至“压抑”的教师

伦理观，方可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获得“正

名”。由此，教师伦理观研究应致力于在历史

性的叙述中，整体反思教师伦理观所蕴含价

值的先在架构，而不致为其所蒙蔽。

三、谱系学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的应用

在谱系学方法的指引下，教师伦理观研

究将使人们对自己心中那些已然成为“定见”

的，“完美”、“永恒”的教师伦理观产生动摇

和怀疑。在谱系学方法的推进下，之前被视

为当然的教师伦理观将变得陌生化、复杂

化。谱系学方法犹如一把利刃，为教师伦理

观研究打破一切被编织出的、先在的观念束

缚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但其在应用中

该如何具体推进依然需要审慎思考，而其在

应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更需深入考量并审慎

对待。

（一）谱系学方法应用的可能方式

谱系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要真正

发挥其价值，推进教师伦理观研究的深入发

展，还需我们在研究中将其合理、正确地应

用。总体而言，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应用谱

系学方法有两种方式。

第一，以特定论述为起点。正如福柯所

说：“我们用‘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

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

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并策略性地运

用这一知识。”［17］因此，在应用谱系学方法

时，教师伦理观研究者首先应该以一种检视

历史档案般的态度与作为，探究被我们视为

理所当然的“正统”教师伦理观的发展历程。

通过这种对特定观念发展历程的历时性考察

与对比后，显现其在历史脉络中如何合法化，

乃至成为可以被普遍化的“真理”性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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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与政治方案。例如，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教师地位的不确定及

人们对教师伦理缺乏系统研究等原因，教师

伦理观往往以文化隐喻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

日常观念中。教师往往被喻为“春蚕”、“蜡

炬”、“孺子牛”等这些关于教师伦理的官方或

民间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特定时代中

的教师伦理观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无疑值得我

们深入探究。

第二，以具体现象为始基。任何一种教

师伦理观，或多或少地落实于真实的教育实

践，进而转化为一定的具体教育现象。由此，

教师伦理观研究在具体应用谱系学方法时，

不应仅仅关注特定的观念论述，亦应关注与

探究体现教师伦理观的、正在形成的对象之

“历史真实性”，如新出现的教师伦理现象

等。事实上，当面对那些刚刚浮现出来的教

师伦理现象，如果不依赖特定方法层面的特

殊理解，其往往很难得到系统的批判分析，也

难以揭示可能隐藏着社会权力演变和政治谋

划势力在教育场域内的博弈。我们只有系统

运用谱系学方法，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

的理论透析和批判思考。

（二）谱系学方法应用的理性考量

谱系学方法作为人们用以研究社会问题

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不可避免地有着诸多的

问题。由此，在具体应用谱系学方法时，应理

性反思其缺陷，从而保障教师伦理观研究的

合理发展。

首先，避免消解研究的形而上追求。福

柯反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反对从单一的

中心结构出发对社会作出全面的解释。这是

因为谱系学方法坚持的是一种历史的、批判

的态度，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

性。福柯反对某种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方

案，因为这只会导致“最危险的传统的复

辟”［18］。由此，按照谱系学方法的立场，教师

伦理观研究无疑应放弃关于教师伦理观的一

切形而上思考，但这显然不利于教师伦理观

研究中的理论基础深化、思想探讨等的持续

推进。例如，没有对伦理、伦理观等概念的形

而上思考，我们甚至可能无法明晰教师伦理

观所指为何，更勿论与其他学者就教师伦理

观研究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了。

其次，避免催生研究的悲观性意向。在

很多情况下，谱系学方法旨在揭示诸种时代

问题的“底细”，从而最终归结于对现代性的

批判，认为现代性中的人已经被社会通过知

识话语、道德话语等权力话语，以及包括从医

院、学校到监狱等各种手段所规训、控制。［19］

而且带有福柯色彩的谱系学研究本身带有某

种“权力简化论”或“泛权力主义”的倾向。其

往往把现代社会完全等同于一个权力架构，

包括宏观水平的官僚机构以及微观水平的人

际关系。这样一种把一切现代社会生活简化

为权力问题，如同现代社会处处都包含着某

种形式的影响、塑造、指示乃至强迫，而这显

然预示着人类几乎不可能有优良的智力和道

德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由此，谱系学方

法所渗透的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情绪，势

必会对教师伦理观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

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会有意识地否认特定的、

普遍化的教师伦理观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而这都是在谱系学方法在教师伦理观研究中

所应审慎考量的因素。

最后，避免损害研究的历史性认知。在

谱系学看来，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一种非

连续、断裂的状态，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结果，连续、稳定、决定性的宏大叙事只是人

为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重估一切价值”

是谱系学方法的应有之义。虽然在坚持上述

立场的谱系学方法的引领下，教师伦理观研

究在打破既有研究的束缚、开创研究新思路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负面效应无疑

也是明显的，如脱离了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显

然不利于研究特定情境中的教师伦理观，而

且也不利于在对教师伦理观发展历程的持续

追寻中理解现实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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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观之，由于谱系学方法的固有特

质，在其被应用于教师伦理观研究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诸多问题，因而需要我们审慎面

对。谱系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当前

教师伦理观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至少

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理论尝试和结构补充。

————————

参考文献：
［1］檀传宝. 教师伦理学专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3. 1—20.

［2］陈桂生. 师道实话［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15—151.

［3］冯婉贞. 教师专业伦理的边界：以权利为基础［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85—212.

［4］李清雁. 困惑与选择：基于身份认同的教师德性养成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3.

［5］朱永萍. 教师伦理：现实样态与未来重构［M］. 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4. 34—57.

［6］［8］［9］［12］［14］［16］林逢祺，洪仁进. 教育哲学：方法篇

［M］. 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 80、79、81、84、407、85.

［7］尼采.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

［10］［11］［15］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151、146、148.

［13］［19］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 191、187.

［17］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19.

［18］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8. 438.

A Probe into Ethics for Teachers—Based on a Genealog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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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enealogical method，one of the presen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methods，caters to the needs of the
study of ethics for teachers，and its ideas of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deontology help to highlight the reflective theories
of the study of ethics for teachers and its concern over realistic problems. Based on the genealogical method，the study of
ethics for teachers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nature of ethics for teachers，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power of their ethics，
and consider the value of their ethics. In the study of ethics for teachers，the genealogical method is supposed to be used
on the basis of particular dissertations and specific phenomenon. Of course，owing to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he
genealogical method，it is necessary to rationally consider the deconstruction of its metaphysical pursuit，the generation of
a pessimistic disposition，and the harm to historical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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