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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教育时间指的是把钟表和精密计时器作为标准测量工具 ,以 钟J点

制、星期制、学年制等作为主要载体 ,强 调教育目的的现代取向的现代性时间。指向性、嵌
入性、同步性和区隔性是其基本特

`点 。从 18ω 年至清末教育改革,部 分学堂和书院开始
尝试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清末教育时间确立了钟`支 制、星期制和学年制,从形式上具有
了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性质。民国在清末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和细化了现代性教育时间 ,

但仍属于形式上的现代性教育时间。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最终完成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培养了学生的现代社会观念和习惯,奠基了现代学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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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和时代
精神。黑格尔认为 ,现代是一个过渡时代 ,在

此期间 ,我们既希望现时早些过去 ,又盼望未
来快点来临。[l]可 以看出 ,在对现代性的理
解上 ,近

·
代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 回顾过去转

向了向往与渴求未来 。在谢林看来 ,现代是
依赖未来而存在的 ,并朝着未来的新的时代
敞开。[2]这样 ,现代的方向指向了未来 ;起点
被转移到了过去 ,即 现代发端之际。由此来
看 ,从时间角度来审视 ,现代性在近代以来已
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 ,意味着一种新的时
间观念 ,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现代性对既有的时间观念带来 了挑战 ,

并形塑了新的时间观念。从以人的劳动和社
会生活所决定的社会时间为主转变成以现代
性时间为主 ,是所有传统农业社会在被整合
进现代社会时都必须经历的一场意识层面的

来 本文系天津市教育科学
“
十二五

”
规划重点课题

“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改进与品牌培育研究

”
(课 题批准号:BE1胧 3)的研究成果。

学校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组织和运
行的。可以说 ,现代性教育时间在中国现代
学校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探讨现
代性教育时间为研究现代学校建设提供了一

个新视角。本文拟把近代以来教育时间的变
革置于现代性视野 中进行考察 ,侧重对现代
性教育时间的内涵与特点 、构建现代性教育
时间的中国实践及其教育意义进行探讨 ,以

期有助于现代学校的建设。

一、何谓现代性教育时间

现代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伴随着

“
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争论

”
,现代性概

念在 16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 ,并被赋予了新
的涵义。

(一 )现代性视角中的时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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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这一转变颠覆了既有的时间观念 ,并

塑造了新的时间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

现代性从三个方面改变了人类的时间观念 :

一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与人的图像 中的
“
永恒

”
之维的崩塌 ;二是随之而来的用现代

科学的量化计时方法来量度时间 ,由 此强化

了时间的社会意义 ;三是随着对永恒秩序的

信仰的衰退 ,时间越来越多地在人类历史的

语境 、序列和方向中被人们体验到。[3]

现代性引发了以强化时间观念为特征的

教育变革。马克思 ·韦伯把现代性诊断为理

性 ,认为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理性化

的过程。在他看来 ,理性可以区分为价值理

性和工具理性 ,现代性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

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反思现代性的发

展可以发现 ,在工具理性的渗透与控制下 ,人

类的生活、工作等都被打上了高效率 、数字化

的烙印。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为了实现工具

理性的 目标 ,教育领域进行了变革。这种变

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化了时间观念。这体

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教育 目的关注的是人的

现世甚至未来的生活 ,强 调教育要预示某些

新的社会状态 ;其二 ,强化了时间控制与整个

教育过程的关系。

(二 )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内涵与特点

现代性教育时间是现代性时间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前现代社会 ,人们的时间意识 内

在于 自然的节律和社会实践活动 ,时 间具有

相对性 、具体性 、特殊性等特点。现代性带来

时间的抽象化 ,时闾开始成为一种 自在物 ,脱

离具体地域和特定群体的社会实践而存在。

现代性教育时间伴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而

构建 ,是现代性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性教育时间指的是把钟表和精密计

时器作为标准测量工具 ,以 钟点制 、星期制 、

学年制等作为主要载体 ,强 调教育 目的的现

代取向的现代性时间。现代性教育时间可以

区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其中 ,钟 点制 、

星期制 、学年制等是形式层面现代性教育时

间的主要内容 ;教育 目的明确指向为未耒t

会培养新人 、强调教育应预示某些新的社 圭

状态是实质层面现代性教育时间的主要 t

容。现代性教育时间是在具体的历史发雯:Ι

程中构建的 ,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是在一 E

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 ;如 果现代性教育△ :

的构建超过了一定限度 ,其消极的一面良 三

示出来了。

现代性教育时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

指向性。其具有两方面含义 :一方面 ,现 0Ι

教育时间明确地指向现在和未来 ,强 调鼓丐

要预示新 的社会状态并为未来社会培养手

人 ;另 一方面 ,现代性教育时间构建的过萑是

教育活动理性化的过程 ,换句话说 ,是教育 于

动向着更为理性化不断迈进的过程。第二

嵌入性 。现代性教育时间是一种刚性时 孑

强调不同教育活动之间的环环相扣 ,教 育 ≡

动的每一个时间要嵌人另一个时间或另一 ′

更大范围或规模的时间。第二 ,同 步性 :瓦

代性教育时间要求把不 同时间表协调在—

起 ,所有教育活动要整齐 、划一 ,按照同一
=

调组织。第 四 ,区 隔性。现代性教育时闫≡

调在不同教育活动之间设置隔断 ,明 确砖I

了
“
上课/下 课

”
、
“
△作 日/周 末

”
和

“
学莪 △

期
”
等时段的区隔。

二、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实践

“
三千年未有的变局

”
是清末知识 界」

认的危机代言。伴随着这种危机意识产生 E∶

是-种以当下和未来作为首要考量的时闫 ~

态。这种以未来 、以生存作为行动取向的
`

展 ,使
“
祖制不可改

”
和

“
言必称古

”
的惯习Ι

渐失去意义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过去 、珏≡

和未来作为时间坐标的线性时间观。自此 '

后 ,中 国传统社会那种线性发展并夹杂循歹

式意念 的时间观念 ,不 再是 主导 的思维嗄

式。这构成了中国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言

景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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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民间力量构建
我国旧有的学校教育体系没有现代意义

上的学制。不论是官学抑或是私学 ,整 个教
育基本上都 由塾师具体掌握 ,教学时间安排
得 比较弹性 ,学 生人学和出师都没有固定的
时间安排 ,学业随时可以开始 ,也随时可以结
束。这种情形从唐宋到清后期一直都没有本
质的改变。

钟点时间的使用为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
提供 了物质基础。时辰在 19世纪中叶前一

直是我国通常使用的计时单位 ,这 种情形一

直到 19世 纪 ∞ 年代以后才有明显改变。到
18sO年左右 ,钟点的使用已在机器 、矿业 、缫
丝 、纺纱 、织布和火柴等I业中普遍存在。[4]

当然 ,钟 点时间在I业生产领域中的普遍存
在并没有取代时辰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主
导地位。钟点时间的引进及使用为构建现代
性教育时间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c

民间力量在 186o年 后进行 了构建现代
性教育时间的尝试。18f,O年 之后在一批新式
学堂里 ,随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变化 ,开

始出现了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萌芽。江南
储才学堂创办于 18叨 年 ,是 引进西方学校生
活节奏的先行者。该学堂的章程对作息时间
做了规定 :“ 洋文功课 ,二 月朔起 ,九月晦讫 ,

皆上午八点钟开课 ,十二点钟止。十月朔起 ,

正月晦讫 ,皆上午八点半钟开课 ,其毕课时间
同。汉文功课 ,通年一点半钟开课 ,其毕课
时 ,二月至九月在五点半钟 ,十月至正月在五
点钟。

”
[5〗 对于起居时刻 ,该学堂规定得更为

明确 :“ 各生每晨七点钟闻钲四声 ,即起盥漱 ;

七点半钟闻钲二声 ,齐赴饭厅啜粥 ;八点钟闻
钲二声 ,人洋文讲舍 ;十 二点钟出洋文讲舍 ,

二十分钟闻钲二声 ,齐赴饭厅午膳 ;一点半钟
闻钲三声 ,人汉文讲舍 ,五点钟出讲舍⋯⋯六
点钟闻钲二声 ,赴饭厅晚膳 ,用膳后准在堂内
散步 ,不准出门 ,各生在房诵习 日间所授汉洋
文功课⋯⋯夜间九点三刻 ,由 该馆稽查委员
点名 ,十点钟一律熄灯安睡。

”[6]关 于考试 ,

该学堂规定 ,每 月
“
二十八 日考洋文 ,二十九

日考汉文 ,皆辰刻 (8点 )命题 ,酋刻 (l⒎点)缴
卷

”
。[7]此 夕卜,该学堂还实行年假和暑假钿

度 ;节假 日放假的 日期以传统节 日为主 ,加上
皇帝的生 日。可以看出 ,江南储才学堂的时
间安排已经打上了钟表时间的鲜明印迹 ,学
生每一天的时刻表 ,都按钟点时间进行规划 ,

整个时间规划非常严格 ,每 日生活也非常有
规律和整齐划一。这初步显示了新式学堂对
时间的精细切割。总体来看 ,江南储才学堂
已在尝试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 ,不过 ,传统的
计时方式和生活节奏依旧具有强大的力量。

概言之 ,I9世 纪 中后期创办 的新式学
堂 ,多数承袭了传统学堂的时间制度 ,没有寒
暑假 ,而是逢节令给假 ,另 外加一个月左右的
年假。不过 ,有些学堂或书院 ,比如江南储才
学堂 、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等 ,已 经采用了
七天一周的星期学习制度 ,每 节课的时刻表
也 比较明确 ,但 在纪年和纪 日方面基本上仍
然采用中国传统的方式。由此来看 ,在 186o

年至清末教育改革这段时间 ,部 分学堂和书
院已经在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换言之 ,现
代性教育时间并不是因为清末教育改革才进
入教育机构的。当然 ,这 一时期教育机构所
采用的现代性时间 ,还缺乏统一性 ,处于一种
民间力量构建的阶段。

(二 )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国家力量构建
清末是国家力量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

起始阶段。19o4年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

又称癸卯学制 ,是 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 、公布
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 ,该学制一直沿用到中
华民国建立。癸卯学制分为三段七级 ,整 个
学制长达犭 年到冗 年 (蒙养院不计算在内 );

儿童从 3岁 开始接受初等教育,7岁 入初等小
学堂。该学堂章程规定 ,每年正月二十 日开
学至小暑节散学 ,为第一学期 ,立秋后六 日开
学至十二月五 日散学 ,为第二学期 ;每星期放
假一 日;犭、学堂授课时间为每周 ~3O小 学 ,中

学堂授课时间为每周 36小时 ,每 课时为 1小

〓.
一

 
_
〓

〓〓 
〓一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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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这一时期 ,以 7天为一个分段的星期

概念 ,逐渐成为通行 的时间单位 ;1⒇0年之

后 ,它 已经成为一个划分学期与学年的制度

性规定 ,比如 ,奏定 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

定 ,学 堂
“
入学年限为四年 ,教授 日数每年四

十五星期 ,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六点钟。
”
[9]

可以看出 ,清末学制对人学年龄 、修业年限、

教学时间等都做出了统一规定 ,学 员都被纳

人了刚性 、细致的时间表中。

清末学制对时间的规定在很多新式学堂

得到了落实。在学堂章程的规约下 ,每 周上

课 ⒛~36小 时已经成为很多学堂的通行规

则 ,而 每节课上课 时间则在 笱~fDO分 钟之

间 ,两节课之间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整

齐划一的努力甚至在制定学堂授课时数表上

也有体现。比如 ,“ 根据学部要求 ,二 江师范

学堂将同一科 囝置于同一时段上课 ,避 免同

一科 目有时上午上课 ,有时下午上课的紊乱 ,

显示整齐与规律已然成为学部规划和评视学

校教育的重点所在
”
。[10]当 然 ,有些学堂贯彻

现代性教育时间并不尽如人意。19"年学部

的调查显示 ,有 的教师 自行设置课时长度 ,比

如 ,天 津武清杨村两等小学堂学习时间安排

过长 ,“ 学生每早六点即来 ,晚七点始散。
”
[ll]

清末从形式上初步确立了现代性教育时

间的基本框架。清末学制不仅规定了各个阶

段的学习年限 ,并 且各阶段教育相互衔接 ,这

种前后衔接的线性时间安排已具有了现代性

教育时间的精髓 ;同 时 ,清末学制对于学时 、

假期 、学年等给予了具体规定 ,已具有强化教

育过程的时间控制的特点。可以说 ,清末教

育时间已经从形式上具有了现代性教育时间

的性质。具体而言 ,第 一 ,钟 点制确立 ,钟 点

时间在制度层面上具有了明确规定 ,每 天的

教学时间不再模糊 、笼统 、连续 ,而 是被分割

为数段均匀的教学和休息时段 ;第 二 ,星期制

确立 ,以 星期作为教育时间单位划分学期和

学年 ,同 时 ,规则的星期天休假取代了不规则

休假 ;第 三 ,学 年制确立 ,整 个学制划分为前

后衔接的若干阶段 ,每 阶段有若干学年组成

一学年被分成两个学期 ,过去一年一次的三

假改为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

清末构建的现代性教育时间仅是一种干

式上的现代性教育时间 ,从实质来看 ,仍背吾

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内在要求。这主要表现
=

两个方面。第一 ,从教育宗 旨来看 ,《奏定
=

堂章程》规定 ,“ 至于立学宗 旨 ,勿 论何等享

堂 ,均 以忠孝为本 ,以 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

1906年 ,学部又正式规定了
“
忠君

”
、
“
尊孔

¨

“
尚公

”
、
“
尚武

”
、
“
尚实

”
的教育宗 旨。这币

个教育宗旨都强调封建伦理道德为学生最Ξ

本的素质 ,强调为旧时代培养顺民。第二 ,≡

个学制长达犭年到冗年 ,如 此漫长的学习三

限 ,背离于现代教育的潮流。

(三 )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国家制度化构砭

清末已经初步从形式上完成了现代性乏

育时间的构建。民国基本保留了清末确定Ι

时间制度框架 ,并进一步制度化和细化 :=
主要从 以下几方面继续构建现代性教育∷

间。第一 ,阳 历引入了教育时间制度。 191二

年中国正式使用阳历。辛亥革命后临时政△

署名发布通电 ,明 令
“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 日为=

华民国元年元旦
”
。至此 ,通行中国数千年 :1

旧历 ,不再在中国享有国历的正统地位 :≡

国既然采用 了阳历 ,学制 自然也随之效 ∷

比如 ,民 国教育部在 1912年 9月 规定 :学 仨
'

8月 1日 为始 ,翌 年 7月 31日 为终。[12∶ 第二

确立以分钟作为划分教学时间的基本单仨

关于教学时间 ,民 国在清末学制的基础上 ,T1

各类学校的教学时间进行 了更为细致 自:i

分 ,明 确规定上课以分钟计时。比如 ,192S三

教育部颁订的《小学暂行条例》规定每周氧丁

时间 ,一 、二年级为 1140分钟 ,三 、四年纸△

I3⒛ 分钟 ,五 、六年级为 1530分钟。[13∶ 直三

现在 ,我 们仍然以分钟作为划分教学时闫∷

基本单位 ,这也说明 ,从 教学时间来看 ,夏
′
l

性教育时间在 民国时期 已经趋于完善 :≡

开

/l

孱

^
「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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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确立 了较为合理的修业年限。近代学制
形成后 ,虽经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仍存在不
少问题 。从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角度来
看 ,整个学制时间过长。I922年颁布实施的
“
秒学制

”
基本解决 了这一问题 。该学制规

定 ,初级小学 4年 ,高级小学 2年 ;初 中 3年
;

高 中 3年 ;大 学 4~6年 ;小 学从 6岁 开始入
学。这和我们 目前关于修业年限的规定是基
本一致的。

总体而言 ,民 国时期进一步制度化 、细
化了现代性教育时间。在学校中 ,通过铃声 、
课程表 、作息时间表及校历等进行的时间分
割 ,进一步强化了整个教育过程的时间控制 ,

形式层面的现代性教育时间得 以进一步完
善。不过 ,民 国时期的教育时间总体上还是
属于形式上的现代性教育时间。清末及民国
时期提出的教育宗 旨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性质 。民国时期 曾于 19I2年 、19I5年 、
I919年及 1929年颁布教育宗 旨,这一时期的
教育宗 旨多具有明显的

“
国家本位

”
倾向 ,惟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 1912年 教育宗 旨及 I922

年《学校系统改革案》确立的类似教育宗 旨的
七项标准 ,属 于

“
人本位

”
教育宗 旨,并大抵反

映了现代教育潮流。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 国
时期虽然对构建实质上的现代性教育时间进
行 了积极尝试 ,但总体上仍属于形式上的现
代性教育时间。

应该指出 ,民 国时期和清末构建现代性
教育时间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构建现代性
教育时问是通过制定各种时间制度 ,同 时辅
之以建立各级学校和整顿学塾实现的。大致
而言 ,在城市学校中 ,现代性教育时间率先被
构建 ;乡 村学校则要迟一些 :有学者认为 ,直
至民初 ,中 F·l并无真正的乡村教育 ,甚 至没有
人重视乡村教育 ,虽 然清末学制规定城 乡都
能设立国民小学校 ,但 实际设立小学的乡村
很少。[14]事 实 L,一 直到民国时期乡村教育
运动期问 ,乡 村学校才真正建立。不过 ,这一

时期建立的乡村学校更多的是基于临时性的

教育实验 ,而非长期性 、大规模的普及。此时
的乡村学校尚不完备 ,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
也就没有保障。直到新 中国成立以后 ,现代
性教育时间才在我国乡村学校中得以构建。

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最终完成是在新
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又寸新申国教育的性
质 、任务作了明确规定 ,致力于从制度以至于
法律层面来保证现代性教育时间的落实和巩
固。从形式层面现代性教育时间来看 ,新 中
国成立后 ,学校教育时问按钟点制 、星期制 、
学年制安排 ,制定了精确到分的、细致规划的
统一作息时间表 ,规定了到校时间、离校时间
和每节课及课间休息时间 ,并 以统一的铃声
作为提示 。从实质层面现代性教育时间来
看 ,毛泽东 1957年提出 :“ 我们的教育方针 ,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
得到发展 ,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

”
此后 ,I9眨 年 、1985年 、1993年 的政

策文本对教育 日的都有表述 ,具体内容虽不
完全一样 ,但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G19“
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宣
布 ,“ 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
。这意味着

国家从法律层面要求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自此 ,中 国的现代性教育时间藉
由制度安排 、仪式表现和 日常△活规律重组

得以完全构建 、落实和巩固 c

三、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教育薏义

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具有教育 、社会及
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目前 ,我 国现代
性教育时问的构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

其消极性也不断显现。正囚如此 ,我 国学校
教育大一统的时问观念和时间制度受到了诟
病。笔者认为 ,应 当把现代性教育时间放置
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相对于传统
的教育时间 ,现代性教育时间是一种进步 ;不

过 ,如 果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构建超过了一定
限度 ,就可能阻碍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 ,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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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优质的发展。应该说 ,在 目前的历

史发展阶段 ,现代性教育时间仍具有存在的

客观基础 ,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鉴于现代性

教育时间消极的一面已经开始显现 ,因 此有

必要在现代性教育时间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改

革。笔者从学生发展和建设现代学校两个角

度 ,将 现代性教育时间放置在 19世纪中后期

以来这一较长时段内来探讨其教育意义。

(一 )培养学生的现代社会观念和习惯

晚清以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制 ,学生

在个体学习中养成深思熟虑和 自约 自律的习

惯 ,学生之间没有协作活动 ,自 然也无法养成

协作习惯。这就导致了学生生活节奏缓慢 、

纪律观念淡薄和协作意识差等问题 。
“
守时、

听命 、精确和一致是现代I业社会的职业道

德 ,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勤俭和苦干。
”∶151因

此 ,这些在农业社会不被视为问题的个体素

质 ,在现代工业社会则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
“
人的发展的空问

”
,现代性教育时

间培养了学生的现代社会观念。通过构建现

代性教育时间 ,学生在校时间都被以分钟为

单位进行了严密 、刚性的安排 ,作 息时间表 、

课程表 、校历等规约着学生全部 的在校生

活。制度的规训力是个体不断再生产出包括

时间意识在内的惯习的关键 ;这就意味着 ,当

制度发生革命性变迁从而使生活实践的内容

发生重大改变时 ,个体的惯习就会相应地发

生改变 ,其时间意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现

代性教育时间也可以说是时间制度 ,构 建现

代性教育时间实质是时间制度 的革命性变

迁。藉助于 日复一 日的时间重复 ,现代性教

育时间不断再生产出包括现代时间意识在内

的惯习 ,这 实际培养了学生守时 、效率 、纪律

和协作等现代社会观念。

现代性教育时间培养了学生区分
“
公共

领域/私人领域
”
的现代意识和习惯。古代学

校没有对
“
学期/假期

”
、
“I作/休 闲

”
等做 出

严格区别 ,现代性教育时间则明确确立了
“
上

课/下课
”
、
“
工作 日/周 末

”
和

“
学期/假期

”
等时

段的区别 ,这 些区别传达的是生活世界可
'

区分为两个领域 ,即 一个是属于工作 、集忆

须受学校和教师的权力约束的公共领域 ._

一个是属于休闲、个人 、学生可以自由支巨∷

私人领域。现代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亍t

是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雩

而这种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公共时
=

与私人时间的划分来实现的。[16]具 有区∵
“
公共领域/私 人领域

”
的意识和习惯 ,是殁′△

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通过时段Ⅰ

隔 ,现代性教育时间陶冶 、强化 了学生区 ÷
“
公共领域/私 人领域

”
的现代意识和习仨

总之 ,通 过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培养了学三

的现代社会观念和习惯。在一定意义上可 :

说 ,构 建现代性教育时问对清末以来培养乏

代中国人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奠基现代学校建设

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是中国近代以来
=

校变革中的重要事件 ,但其意义却往往被
=

视。构建具有明确现代化导向、高效 、稳定自:

教育制度 ,是后发国家迈 向现代化的关键仨

一步。现代性教育时间 ,既是一种时问观念

和意识 ,也是一种时间制度 ,构建现代性教育

时间为中国建设现代学校起到了奠基作用 :

现代性教育时间在教育领域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的过程也是现代学校建设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开始兴西学 .

创办新式学校 ;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

被打开了一个缺 口 ,神 州大地上产生了具有

现代性的教育因素。 自此 ,中 国开始建设现

代学校 ,同 时也开始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问 :

自 18f,O年 以来 ,中 国建设现代学校大致经过

了三个阶段 :洋 务运动至清末教育改革是现

代学校的萌芽阶段 ;清末教育改革至新中国

成立是现代学校初具雏形阶段 ;新 中国成立

后是现代学校建设逐步深化 、完善阶段。审

视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的实践和建设现代学

校的历程可以发现 ,现代性教育时间在教育

领域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和建设现代

-1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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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构 建现代性教育

时间构成了建设现代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 :

现代性教育时间是建设现代学校的基础

性条件。所有组织都围绕着时间表来运转 ,

只有通过时间表 ,时一空中前 舌相继的活动

才得以筹划 c“ 一个时间表就是一种时一空秩

序设置 ,而时一空秩序设置则是现代组织的

核心
”
。[I7]在 作为现代组织的现 代学校中 ,

“
时间表是用来组织行动环境中的时一空序

列的 ,其作用是将之组织在具有物理空间边

界的场所中,使活动的有序性能够通过对个

体的监视而得到保证 :¨ ∶18∶ 中国古代教育机

构的时间表较为粗略、松散 ,不 可能支撑古代

教育机构转型为现代学校 :现 代性教育时间

的载体是作息时间表 、校 历等各式时间表 :

可以说 ,构建现代性教育时间为现代学校设

置了时一空秩序 ,而这是现代学校的核心 ;同

时 ,作为基础性的现代学校组组手段之一 ,时

间表要求并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学

校生活。由此来看 ,中 国构建现代性教育时

间为建设现代学校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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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ut it still
stagnated in the level of fornl It 、、as n。 t until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education tinle 、fas flnalIy conl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education time helps th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 ide。 logy and custon1of n1odelm society and lays a壬 。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oder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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