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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背景中“劳动”和“职业”的含义
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德 ]芭芭拉·舒尔特1 ,王一凡2 ,彭正军2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比较教育系 ;2.华东市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汉语中的“文化”、“教育”、“职业”及“劳动”等概念为人们理解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
重要的信息 ,尤其是“工作”和“教育”的概念对职业教育观念影响深远。

关键词 :文化 ;职业 ;劳动 ;单位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08) 03!0126!05

　　像中文里许多近代引入的概念诸如“科学”、“经济学”、

“宗教”一样 ,广泛使用的“职业”这一词汇也只是在 20世纪
才确立了它的现代含义。然而 ,“职业”并不是一个新词 ,它
是中国古代 (尤其是儒家)职业世界观的产物。本文主要目
的是通过对下面四个词汇的词源学和语义学分析 ,来探讨这
一职业世界 :“文化”、“教育”(这两个是半新词汇)、“职业”和
“劳动”。这四个概念以及表达它们的汉字反映了劳动组织

所植根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汉语中 ,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概念和实际的劳动组织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我们以中国人所熟知的劳动组

织———“单位”为例来说明这种对应性。中国的单位是一种

结构化和社会化的实体 ,并不必然是一种政治实体 ,它对中
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有着很深的影响。本文将指

出 ,若不对伴随着概念的社会含义的建构而出现的社会和历
史的发展加以考虑 ,语义分析是有缺陷的。例如 ,“秩序”和
“和谐”通常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社会典型的和富有影响力的

特征 ,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因此 ,当我们探究像职业世
界这样的语义建构时 ,应该避免语义分析的不足和缺陷。

撰写本文的部分原因是 ,中国在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同
时 ,或者说 ,尽管中国在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还出现了一种对
于中国文化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这种现象可能发端于 20世

纪 80年代的“文化热”)。这种需要并不像一些中国学者所
说的那样 ,是新近产生的。19 世纪的中体西用论争就反映
了是保存中国自身传统文化 ,还是创造性地吸收或盲目照搬
西方文化的两难困境 ,这种困境曾在无数不同的情况下不断
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然而 ,我们不可忽视近来出现的新
现象 :学术界和普通民众越来越关注一切“中国文化”和“中
国”的东西。这种“文化化”或“中国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报

刊杂志、图书市场或电视节目的话题上 ,而且也渗透到学术
界和各种学科之中 ,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出版物中可以看
出 (可参见舒尔特的文章《论文化语言学的出现》,2001年) 。
同时 ,本文也强调指出 ,这种文化癖性在一个被许多中国和
西方教育专家认为是“去文化”的领域 ,即职业和技术教育领
域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下面的讨论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劳

动”、“职业”概念和背景所固有的不同层次的含义。总的说

来 ,职业教育研究本质上是描述性的 ,且以政策为导向。因
此 ,本文旨在考察为什么某些思想出现了 ,且随之还出现了
(或从其他国家引进了)相应的工作系统 ,而另一些思想和工
作系统却没有出现 ;本文还力图表明 ,职业教育的新近发展
与过去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即使是新中国成

立之后 ,并采取了不同的职业教育政策 ,这种关联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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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一、文化、教育、职业和劳动的概念背景

汉语中的“文化”由两个文字组成。第一个“文”字 ,传说
最初是刻在龙或乌龟背上的某种线条或图画 ( Fazzioli 1987
年 :231)。后来 ,“文”开始意指书写文字的总体或更普遍地
是指整个文学 ,此后又包含了文雅、文明之类 (包括外交能
力、劝说的艺术、知礼和通晓秘密的国家程序)的含义 ( Ger2
net 1972年 :87)。“文”和“化”(简单 ,单纯)构成了理想的有
教养的人。“文”也是中国古代官员所必须具备的两种素质

之一 ,另一个素质是“武”,指的是军事技能和军事知识。早
期的“士”(后来派生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者)既包括文士 ,
也包括武士 ,但随着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 ,文士
在重要性上逐渐取代了武士 ,自 7 世纪实行科举考试制度
起 ,“武”这种素养就不再是必需的 (Ma 1995 年 ; Hu 1997
年)。
“文化”的第二个汉字“化”象征着两个人 ,一个直立着 ,

另一个倒立着 ,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
“化”字很快就被用作为后缀 ,与英语中的“ - isation”相似
(Wu 1995年 :209)。“文”和“化”两个字的组合即“文化”与
英语中的“cultivation”相近 ,甚至与德文中的“Bildung”也相
近 ,它可以指国家的内部事务 ,也可以指个人的内在性 (以及
内在的教育)。“文化”在其语义的发展中 ,经历了一种由内
向外的转变 ,即从个体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或社会。
“文化”语义的这一发展很有趣。相反 ,拉丁文中的“文化”
(cultura) [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 ] ,经历了一
个相反的转变 ,即从外 (耕地)转向内 ,就像“陶冶灵魂”(cul2
tura animi)中的使用一样 (Wolf 1994 年 :1)。尤其在近几十
年来 ,计算机产业 (及其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文直接从
英语那里借用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 ,比如“控制中心”一词
就是来自英文“control centre”的直接翻译。然而 ,“文化”一
词从未出现在与农业或生物科学有关的术语中 ,而英语“cul2
tivate”却用于“酵母的培养”,用于“蜜蜂的养殖”甚至“细菌
的培养”。看来 ,“文”字最初的意思影响还是很大的 ,以至很
难把它直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比如英语)中很普遍的用法
(如“养殖”意)。汉语中的“文化”似乎代表着一种中国人视
为自己身份特征的内在能力。因此 ,被别人叫做“没有文化”
的任何人都可能被一个特定的团体所排斥 (即使只是暂时
的) ,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总之 ,从这个角度
看 ,文化充当着中国人的整合机制 (Watson 1991年)。

个体与整体通过“文”而结成的紧密关系和因果关系深

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伦理学之中 ,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
是《大学》。《大学》认为 ,通过一系列的文化 (教化)行为 ,可
以达到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和平的目标。

“教育”这个术语就反映了一种等级秩序 :根据最古老的
中国词源学词典 ,“教育”的第一字“教”(可以粗略地译为英
语中的“education”) ,就是地位低下者模仿地位高的人 (Wang
1995年)。这种解释显示 ,“教”和“育”两个字是在汉朝 (公
元前 206年—公元 220年)合为一个词的 ,但这两个字的来
源和含义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大约可追溯至商朝 (公元
前 16世纪—公元前 11世纪)。“教”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可以
分为两个部分 :右边的部分表明正在实施责罚的手 (拿着棍
子) ,而左边的部分表明子女的孝顺 ,包括服侍自己的父母 ,
继承祖先的愿望等。在很早时候 ,子女的孝顺就已被视为所
有目标 (也包括政治目标)的基础 ,孔子本人后来也视其为所
有美德的基础 (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第二个字“育”,
原来的形状“育”即繁体字是 (象征着)一个孩子或儿子倒立
着 ,在古代意指“生孩子”,后来含义扩展了 ,有成长、抚养和
培养 (汉代编著的《尔雅》中 ,“育”就有成长、抚养和培养的意
思)之义。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 (公元前 372—289 年)已经
使用“育”字 ,并把它隐喻为“指导和训诫”。同时 ,《孟子》也
通常被人们当为最早包含“教育”两字的文献来引用。孟子

还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是品德高尚者的三大乐事

之一 ,排在“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和“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
人”之后 (《孟子》1998年 :241)。
“教”的含义确立以后 ,便与其他字构成了新的复合词 ,

所有这些新词都利用“教”这个字的含义。不过 ,复合词“教
育”中“教”的用法却相当勉强。在古代 ,“学”的思想远比
“教”流行 ,“教”通常被简单地视为“学”的行为的反面。上面
引用的经典著作称为《大学》,而不是《大教》。近代著名的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严复 (1854—1921 年)在翻译斯宾塞的《教
育》时仍用“学”,而不是“教”。直到 20 世纪初 ,因为受到日
语的影响 ,包括那些先前只分开使用“教”与“学”两字的人在
内的许多人 ,才开始系统地合用这两个词———“教学”(实际
上 ,是孟子最早用了这个合成词)指称“教育”。1901 年 5
月 ,罗振玉 (1866—1940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 ,使用了
这个新词 ;王国维 (1877—1927 年)在该杂志的头几期中使
用了由日语创造的新词“教育学”来指称“教育研究”。

那么 ,在整个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 ,教育的目标
是什么 ? 就传统而言 ,教育就是培养“文”、“德”、“忠”和“信”
(《论语》1997年 :91)。这里 ,我们又一次看到教育的目标与
社会和整体统治问题紧密相联 ,通过教育 ,个人学会认识到
并确认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 ,要对国家效忠和尽责。按照杜
维明 ( Tu ,1991年 :112)的理解 ,这种在知识分子中形成良心
的传统 (使知识分子相信其行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
响) ,不会仅仅因为某个王朝受到批判并最终被取代而突然
中断。而且 ,在 19世纪晚期及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 ,知识分
子讨论得较多的并非自由等价值问题 ,而更多地将注意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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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利于统治结构的合法化。

这种思想导致的结果是 ,为求富而劳动几乎没有什么道
德基础。巧合的是 ,这正好与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倡导目标
相吻合。尽管当时社会广泛宣传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融合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并普遍大力赞扬体力劳动 ,但是事实并
非如此 ,至少受过教育的人继续看重脑力劳动 ,轻视体力劳
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诸如职业教育之类观念的忽视 ,
因为很明显 ,职业教育不可能使人实现诸如成为知识分子型
领导者的崇高目标。正如朱晓斌 (Zhu Xiaobin ,1996年)指出
的那样 ,只有当职业教育机构的具体学历与行政干部的具体
级别联系起来、挂起钩来以后 ,职业教育才会更加吸引人 ,也
只有这样 ,职业教育才能部分地利用古老的科举考试系统的
功能结构。即使在今天 ,接受职业教育、做“普通”的工作 ,和
进入领导岗位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 ,因此 ,并不存在什么
清晰的理由能让中国公众投资职业教育。事实上 ,独生子女
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对职业教育的消极态度 ,因为家庭中只有
一个孩子接受教育 ,所以很少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
职业教育。

二、继续存在的结构 :现在的劳动组织和中国的
“单位”

事实上 ,1949年以后的单位保留了 1949 年以前单位的
三个原则 ,而这三者之中的每一个原则都反映了更早年代的
特征。首先 ,“单位”的行政结构是双重的。1949年前的单位
由军队和党代表组成 ,1949年后则由 (纯粹行政的)管理者和
党代表组成。这种结构的结果又涉及到国家、党的干部 (官
员)和个人的三边关系 ,上文已讨论过这种关系。党的干部
被要求同时为了政府和单位的成员的利益而行动。这常常

会导致角色冲突 ,使党的干部采用诸如向政府提交虚假报告
等多种手段来避免这些冲突。这种国家、党的干部和单位成

员之间的三边关系也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并不必然产生相互

对抗的原因 ,而在西方企业中这种对抗却时有发生。其次 ,
单位行使着多项功能。单位不仅履行其初始的功能 (比如生
产钢铁) ,而且也满足其成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需要。这
再一次反映了过去的地区群体和职业群体的统一 ,因为在过
去 ,某一特定的职业也同时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的特
定生活。直到 20世纪仍旧存在的各种行会最为充分地反映
了这一特点。再次 ,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求在单位贯彻平等观
念 (比如 ,在军官和军人之间 ,在党的干部和工人之间) ,这种
平等观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现实中 ,平等和
大同观念从未完全实现过 ,社会地位的差别始终是明显的。
然而 ,这种观念能够引起相互归属 (以及相互负责)的和谐
感。这又一次再现了前面解释过的“教育”的观念。实际上 ,
单位里党的干部 ,在其扮演模范的角色这一点上 ,也常被视

为教师或教育者。

单位的其他特征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其具有家族、宗族或

行会的特点。中国的家族是一种理想的隐喻 ,也是培养有教
养 (或“温顺的”)的有责任心的个体的理想媒介。这种家族
多采取宗族形式 ,我们可以视为行会和单位的原形。标准的
单位职员终其一生都属于单位 ,包括退休以后。而且 ,职员
的孩子也出生在单位中 ,因此 ,也使单位的职责落到孩子的
身上。即使今天 ,也有方法让一个人在单位中继承其父亲或
母亲的地位 ,甚至接替父母的工作 (Bian 1994 年)。劳动者
的地位就像一个宗族或行会的成员 ,长久以来不是建立在合
同的基础上 ,因此 ,也就不能终止 (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不能
终止)这种关系。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所有雇员中
只有 11 %是签了合同的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年) 。

三、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目前的体系保留或重新采用了那些围绕着“文化、教育、

职业和劳动”等术语展开讨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许多因

素。这四个概念很清楚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观 :“文化”
和“教育”表达的是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 ;“职业”和“劳动”
则是指某种被道德或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社会状态。文化

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文化阶层构成了独特
的精英阶层 ,他们有明确的任务 ,即 ,领导社会那些消极的参
与者。文化精英的职责就是保证某些如“义”和“唯物主义”

等文化规则、规范得以实行。因此 ,一方面 ,在比较宽泛的意
义上 ,文化决定着知识分子能否进入精英阶层 (通过科举考
试系统) ,另一方面 ,文化又是需要灌输给民众的、更为正式
的思想和价值观。这需要借助于教育来实现。教育是一个

从底层到高层的过程 ,过去是围绕孝道原则而展开 ,而现代
的教育手段包括群众运动、自我批评以及由电视宣传推广的

道德楷模等。“职业”这个概念反映了社会的两极 ,区分了精
英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 ,精英阶层有着“耳朵”的功能 ,试探
打听并正确地领导群众 ,而其他阶层则应该听从领导 ,安于
其位。劳动的观念则进一步区分了领导者和追随者。

从上可以看出 ,中国的单位既是这些道德教育原则和过
程延续的一个例证 ,也是等级结构化的、强调熟人的社会组
织延续的一个例证。单位构成了一个小社会 ,它将每个成员
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 ,并假定变化越少 ,对单位越有利。其
结果 ,单位保证其成员获得适合其身份、地位的特殊的训练 ,
而对传授更多的、可能有其他用途的普遍技能不感兴趣。显

然 ,这与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现代职业教育的目
的是使个人掌握某些技能 ,而不是将人培养成某一特殊岗位
的劳动者。因此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 ,一方面 ,不仅是传统
的教育观念和劳动观念妨碍人们广泛接受职业教育 ,另一方
面 ,那种把劳动场所视为特殊的、不变的环境的观念也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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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职业教育提供灵活多样的劳动技能。由于这些与教育观

念有关的原因 ,职业教育倾向于理论化 ,从而使得接受职业
教育的学生甚至连某一特殊岗位的工作都无法胜任 ,这就加
深了前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结果是 ,虽然在理论上大多数
的决策者接受“先教育 (培训) ,后工作”的口号 ,而实际上 ,在
职培训仍扮演着职业教育的角色 ( Schucher 1999 年 : 39)。
1992年 ,广为宣传的 50 %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目标达到了 ,然而 ,自那以后 ,入学人数又在减少了。为了吸
引更多的生源 ,职业技术学校除了试图提高职业教育自身的
质量以外 ,还实行了一个政策 ,即 ,允许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
学生报考高等院校 ,于是 ,职业教育之路不再被视为希望渺
茫的死胡同了 (Schuller 1999年)。不过 ,这能否真正改变职
业教育的地位 ,或者说职业教育是否不再只是作为进入“真
正的”高等教育的跳板 ,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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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the culture , education , career , and labor help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m.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are especially influential for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s. This paper performs the etymological and semantic analyses of the terms , describes the special emplo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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