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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是民国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颁布、推动与变更，
调整与重建，独立颁布与修正三个阶段，逐渐走向专门化和规范化。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演变体现了

四个特征：服务制度逐渐规范，约束力度越趋增强；服务年限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匹配；服务期内升学的规定

呈现钟摆现象；服务机会、服务待遇、考核与指导等规定缺乏保障和支持，成为制约制度执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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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是指师范学校的学

生在毕业后的一定时期内承担教育职事的义务。
这在清末《癸卯学制》中被称为“毕业效力义务”；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以及

《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将“毕业效力义务”改称为

“服务”。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与师范生的

免费制度相伴而生，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数次

修订，逐渐走向专门化和规范化，成为民国时期师

范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拟从中等师范

学校的角度对其发展演变及特征进行分析，以期

对当前我国公费师范生的毕业服务制度提供

参考。

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颁布、
推行与变更（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

　 　 （一）１９１２ 年《师范学校规程》中的服务规定

１９１２ 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教

育令》，将造就小学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的

中等师范学校确定为省立教育机构，专称为“师
范学校”，以区别于国立的培养中等学校和师范

学校教员的“高等师范学校”。 同年颁布《师范学

校规程》，专门设置“服务”一节，对师范学校毕业

生服务的相关事宜作了说明。
第一，确定毕业生服务的地点为“本省小学

校”。
第二，依类别确立了服务期限。 规定从受毕

业证书之日起算，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第一部公

费生应服务 ７ 年，半费生 ５ 年，自费生 ３ 年；第二

部生服务 ２ 年。 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第一部

公费生服务 ５ 年，半费生 ４ 年，自费生 ３ 年；第二

部生服务 ２ 年。
第三，提出了规避服务的处罚措施。 规定师

范学校本科毕业生在服务期限中有如下情形之一

者，接受相应处罚：（１）无正当事由而不尽毕业服

务义务者；（２）因惩戒免职者；（３）依小学令之规

定，其许可状已失效力或受褫夺者；（４）因特别情

事不能服务者。 公费生“应令偿还学费及给予各

费”，自费生“应令偿还学费，但得酌量情形，免其

一部或全免之”，偿还的学费数额，以中学校学费

为标准。 另外，如果学生因身体羸弱、成绩过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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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不良等原因中途退学或自行告退，也给予相

同的处罚。
第四，设置了变通服务规定。 一是服务地点

的变通。 规定本科毕业生有因特别情事经省行政

长官认可者，也可以就职于他省或华侨所居地，但
以教育事业为限。 二是服务时期的变通。 规定在

服务期内，如果有进一步到国立学校深造的，可展

缓服务时期。 如果毕业时，国立学校也有应尽义

务，且其年限相当者，可以免除原师范学校的服务

义务。 三是特别情事的变通。 规定“本科毕业生

有特别情事不能服务者，省行政长官得酌量减免

之” ［１］６９７－６９８。
１９１２ 年《师范学校规程》中的师范生毕业服

务制度是以日本制度为蓝本的。 如果把 １９１２ 年

《师范学校规程》中的毕业服务要求和日本明治

四十年（１９０７ 年）《改正师范学校规程》中的毕业

服务要求做一对比，可以发现其复制式的模仿。
不仅服务地点、服务期限、违约处罚措施相同，而
且变通规定也基本一致，只是将其中的可以“应
外国政府招聘为教员”改为可以聘为“华侨所居

地”教员，将毕业后可以入“养成教员之官立学

校”深造改为入“国立学校”深造。［２］

１９１２ 年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定虽然明

确了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但是条文笼统，缺乏具

体的实施办法，对如何调配师范毕业生到服务地

点、如何考核师范毕业生服务状况、由谁组织管理

师范毕业生服务事项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加之变通条令多，对展缓服务时期的要求低，对酌

量减免服务的特别情事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所
以给制度的执行带来了一定困难。

（二）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推行

１９１２ 年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颁布后，地
方政府执行不力，对师范毕业生均听其自营事业。
为此，１９１５ 年的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通过了严

定“师范毕业生服务任用方法”的议决案，针对当

时师范毕业生“或规避服务，或无可服务，甚有登

报营求，致损人格”的现象，呼吁保障师范毕业生

的职位，对久任有成绩者给予奖励，使愿意服务者

易得位置，不愿服务者无可规避。［３］ 同时，议决修

正《师范学校规程》第 ５９ 条有关展缓服务期限的

规定，将“在服务期内，欲入国立学校更求深造

者，省行政长官得允许之”修正为“欲入高等师范

学校更求深造者，省行政长官得允许之”，从而将

毕业生深造的范围限定在师范教育领域。［４］ 此次

会议还通过了《师范学校对于毕业生已任教员者

欲随时稽其成绩并蕲增益其学力当用何法案（教
育总长咨询）》，对如何稽查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

成绩及改善和提高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教育能力

提出了相关建议。［５］ 会议还专门对女子师范学校

毕业生的服务问题提出了意见。［６］１９１５ 年的全国

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总共有 １０ 项议决案，其中有 ４
项涉及师范毕业生服务，说明当时解决毕业生服

务问题的迫切性。
在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的呼吁下，当时的

北京政府教育部接连颁布了相关通咨和训令，着
力推动服务制度的执行。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教育

部发布《师范生服务期内不得改就他职，各师范

中小学教员应先尽师范生任用》的通咨，提出“凡
在服务期限以内之师范生，除经教育总长特别指

定外，不得任意营谋教育以外之事业，以符定

章”。 此次通咨还拓宽了服务教育的范围，把与

地方教育相关的省、道、县视学及劝学员长、学务

委员等职务视同为教育职务，规定师范毕业生担

任这些职务可认定为教育服务。［７］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教育部颁布《师范毕业生

应遵章服务由》（第 ６９ 号训令），针对视学报告中

提到的各省师范毕业生多未遵章服务，或经营他

业，或旷废闲居现象，申明“师范学校原为造就小

学师资而设，故学生毕业后应以尽力小学教育为

其天职” ［８］。
此训令虽颁布，但收效甚微。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教育部再次颁发咨文，称“师范生以服务无地

来部呈请者尚实繁有徒”，重申各省区相关学校

优先录用师范毕业生。［９］

（三）新学制下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

变更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

制”，又称“新学制”）颁布，中等教育成为改革的重

心，中等师范教育办学趋向多元化。 多元化的办学

改变了原来师范教育独立办学的局面，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师范教育的特性，再加上《学校系统改革

令》没有设立专门的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
没有任何条文提及师范学校改革后的毕业生服务

问题，致使地方教育机构对师范毕业生能否享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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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入学、是否需要履行服务义务、如何履行服务义

务产生了疑惑，师范毕业生服务无章可循，这对原

本执行不力的师范毕业生服务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教育部采纳了第十届全

国教育会联合会议的决议，颁布了第 ２４２ 号训令，
明确新学制下师范毕业生仍须服务的规定。 针对

“近年各处师范毕业生，因初级小学收入菲薄，不
肯俯就，以致师资缺乏，妨害教育普及”的现象，
要求各省区教育长官督促师范毕业生实行服务。
规定凡师范生毕业后，如有赋闲未得服务者，主管

教育官厅须设法予以服务之机会；在服务期限内，
如有规避情事，得追缴修业全期内之在校用费；师
范毕业生有能自行筹设初级小学校，经视学考核，
认为合格者，由主管官厅从优褒奖，以资鼓励。［１０］

此训令虽然表明了师范毕业生仍需履行服务义

务，但服务待遇未知，服务期限不明，服务要求模

糊，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

二、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调整与重建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加强了教育立

法和制度建设。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大学院召集教育专

家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教育界有识之士针

对新学制颁布以来师范教育衰退的情形，纷纷呼

吁单独设立师范学校，恢复师范生优良之待遇，保
障师范毕业生应有之地位。［１１］ 相应地，师范学校

学生的毕业服务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一）对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期内升学、服务

期限、服务待遇的调整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六年制

完全师范毕业生须具有服务一年以上的证明，才
得投考大学本科，并以教育科及文科为限” ［１２］，从
而对六年制师范毕业生的升学提出了限制。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教育部订定《师范毕业生

服务待遇》七条，对新学制下师范学校毕业生的

服务要求作了说明，归纳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１）明确各级各种师资训练免收学宿费。
（２）限定各级各种师资训练机关毕业生的服务期

限，要求与其所受训练年限相等，但强迫服务时间

至多 ５ 年。 （３）新增保证人制度。 规定学生入学

时，除由教育局保送外，“须有确实担负经济责任

的保证人”。 （４）规定延缓服务和免于服务的要

求。 规定因病经医生证明不能服务者，可以延缓

服务时间；因病经医生证明，或学校知其个性，确
实不宜受师范教育而中途退学者，可以免于追

费。［１３］这些规定虽然明晰了师范生的免费教育待

遇和毕业服务义务，但是与民国初年《师范学校

规程》相比，明显降低了服务的要求。 虽然新增

了保证人制度，但是宽松的免于追费的规定，很容

易使向保证人追缴学费成为空文。
最受关注的是关于师范毕业生的升学问题。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教育部颁发第 １２３９ 号训令，明确表

示高中师范科毕业生在学时，受有免费之待遇，毕
业后，应有服务之义务。 “不论在学免缴学膳宿

费之全部或一部，均须有服务教育事业一年以上

之证明，始得投考公立或已立案私立专科以上学

校。” ［１４］此令颁布后，《中央日报》 《申报》 《时报》
《民国日报》 等报刊纷纷转载，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
（二）１９３３ 年《师范学校规程》对师范毕业生

服务制度的重建

１９３２ 年，国民政府颁布《师范学校法》，恢复

了师范学校独立设置、免缴学费、毕业服务等政

策。［１５］第二年，颁布《师范学校规程》，除了明确

师范学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各省市应斟酌情形

免收学生膳费之全部或一部外，还在第十二章专

设“服务”一栏，对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作了新的

规定。
第一，师范毕业生服务年限必须按照其修业

年限加倍计算。
第二，师范学校每届毕业生，应由省、市、县教

育行政机关分配到各地方充任小学或相当学校

教员。
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生在规定服务期内，不得

升学或从事教育以外的工作。 违者须追缴学膳宿

费，升学者还要勒令退学。［１６］

第四，师范学校应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后

１ 个月内，开具“前学年毕业生服务及学校指导状

况”呈报给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转报教育部备案；
每届办理毕业事务时，应于期后 １ 个月内，造就毕

业生毕业成绩表及分配服务办法，进呈或转呈省

市教育行政机关转报教育部备案。［１６］

与前期宽松的服务规定相比，１９３３ 年的服务

要求明显严格。 首先，服务年限长。 师范学校修

８１１



　 第 ４ 期 　 　 仲玉英，等：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业年限为 ３ 年，加倍计算的服务年限就是 ６ 年。
１９３０ 年订定的《师范毕业生服务待遇》要求服务

年限与其所受训练年限相等，但强迫服务时间至

多是 ５ 年。 所以比较起来 １９３３ 年的服务期限实

际上更长。 其次，明确规定毕业生服务期内不得

升学，如果升学，除了追缴学膳宿费外，还要令其

退学。 这与前期“须具有服务一年以上的证明，
才得投考大学本科”比较是一次大的变动。 再

次，强化了服务分派与考核。 在《师范学校规程》
的“设置及管理”章中，对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服务

分派及服务情况稽查也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三、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独立颁布
与修正（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抗

战的需要，制定了战时教育政策，颁布了《战时各

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师资之训练，应
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 ［１７］。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第三

届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在会议议决的《师范教育

改进案》中列有专门的“改进师范生服务”案。 除

了强调对各届毕业生服务实施计划和分配外，针
对战时失业师范生，要求由厅调查登记，再设法分

派各县。 针对师范生普遍反映的服务年限过长的

问题，建议对师范毕业生的服务年限酌情核减。
建议对请求展缓服务的师范毕业生，规定具体的

限制办法。［１８］

经过教育界人士的多方论证，同时也应当时

抗战时局的需要，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南京国民政府颁

布了《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 这是民国时

期政府首次颁布的独立的专门针对师范学校毕业

生的服务规程，对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的年限、处
所、分配、考察、保障等事项作了全面的规定。
１９４２ 年，又针对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和完

善，同时，按此规程修改了《师范学校规程》中的

相关条例。
（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的主要

内容

第一，统一服务年限：将各类师范学校毕业生

服务年限统一定为 ３ 年。
第二，限定服务内容和服务处所：规定师范学

校毕业生应尽服务教育义务，在服务期内不得升

学或从事教育以外之事务。 规定服务处所由所属

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计划分配，县市教育行政机关

接受毕业生并将其分配到服务学校，同时呈报省

教育厅备案，毕业生服从县市分配和指导。
第三，保障服务权利：要求省市教育行政机关

设法提供师范毕业生服务机会，保障他们的服务

权利。 规定服务的学校不能解职符合小学规程要

求的师范毕业生。 对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师范学校

毕业生，可以呈请各省市教育机关给予恢复原职

或另派工作：（１）无正当理由而被解职者；（２）在
服务未满期间，其所服务之学校因故停办者；（３）
因受特别情形之影响而失业者；（４）展缓服务时

期已满者；（５）学校聘约已满，无故不予继续者；
（６）受停职处分已满期者。

第四，强化服务状况考核：要求师范学校毕业

生在服务期间，于每学期结束时，将本期服务概况

分别报告原毕业学校及所在地之教育行政机关；
所在地教育行政机关通过考察其服务状况，对服

务期满并无过失者，给予服务期满的证明书，并呈

报省教育厅备案。
第五，新增服务能力指导：要求各省县市督

学，对初期服务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应特别给予改

进教学方法及进修等方面的辅导，同时注意培植

他们服务教育的兴趣与信念。
第六，明确服务变通事项：（１）服务处所的变

通。 规定如遇特别情形，经省市教育行政机构核

准后可以服务其他省市。 （２）展缓服务时期。 如

果身患疾病或其他障故不能服务，可以呈请教育

行政机关酌量展缓服务时期，除痼疾或残废外，延
缓不得超过两年。 但是女生不得因结婚请求展

缓。 （３）服务期内升学。 规定服务满 １ 年且成绩

优良，志愿升入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或简师毕业生

志愿升入师范学校者，可以呈请省市教育行政机

关核准后，投考升学。
第七，重申对规避服务的处罚：规定对无正当

理由拒绝服务、展缓服务时期满两年仍拒绝服务、
改就他业或擅自升学的师范毕业生，由省市教育

行政机关追缴其在修业期间历年免缴的学、膳、书
籍各费用。

第八，要求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依据规程订

定实施细则。［１９］

规程颁布后，教育部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

误解，对规程中的“服务教育” “展缓服务”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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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三个关键词专门发文作了详细的解读和说

明。 首先，声明“服务教育”是以服务小学为范

围。 师范学校是造就小学师资的，不包括担任县

政府教育科员、办事员、乡公所文化股主任、中等

学校教职员、图书仪器管理员等教育行政职

务。［２０］其次，强调“展缓服务”必须确有疾病或故

障不能服务的证明，而且毕业生在展缓服务期内

不能升学，期满后必须恢复服务。 再次，明确“升
学”必须具有服务小学满 １ 年及教育行政机关认

定的成绩优良证明文件才有资格，而且只能投考

升入各师范学院或师范学校（简师毕业生），不能

投考其他非师范的专科以上的学院。［２１］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是民国时期第

一个正式的专门针对师范生毕业服务的规程，适
用于中等师范教育程度的各类师范学校和各种师

范科毕业生。 它与《师范学校规程》中的服务规

定相比，服务条例更为全面，服务要求更为明确。
其发展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师范学校

毕业生服务年限一律定为三年”的规定改变了前

期服务年限朝令夕改的状态，３ 年服务年限与师

范学校的 ３ 年修业年限契合，有一定的合理性，所
以也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①。 第二，明确了

师范生毕业后服务的岗位是小学教师，与师范学

校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也可防止用教育行政岗

位替代小学教师岗位的打擦边球现象出现。 第

三，尝试从多角度保障师范毕业生的服务机会。
从师范学校及时报告毕业生就业或失业状况，到
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负责落实分配事项，并设法给

予失业学生工作，再到服务的学校不能解职有资

格的师范毕业生，有一定的操作性，有利于制度的

落实。 第四，对毕业生服务状况的管理有较好的

职能分工，要求师范学校汇报、教育行政机关考察

和督学辅导相结合，利于毕业服务的考核与指导。
第五，对服务变通的规定趋于严格，特别是对服务

期内升学的规定，限定服务满 １ 年且成绩优良，限
定升入高一级的师范学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

过升学规避服务的制度漏洞。 第六，要求地方制

定实施细则，这对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的推动具

有重要的意义。

（二）《修正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的修

正内容

１９４２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范学校毕业生服

务事宜，教育部又颁布了《修正师范学校毕业生

服务规程 》，针对实施中的问题和现实的需要，对
１９３９ 年颁布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内容从 ２１ 条增加到 ４１ 条。［２２］

第一，将不得从事“教育”以外事务修正为不

得从事“小学教员（包括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教员

等）”以外职务。
第二，增加先服务再发毕业证书制度。 “由

校将毕业证书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验印保存，
俟服务期满在证书上加注服务期满字样，发由原

校转给”，如果毕业生服务成绩过劣，也不发给毕

业证书。
第三，要求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设专人管理毕

业生服务事宜。
第四，要求师范学校组织“师范生服务指导

委员会”，校长亲任主任委员，并遴选校内重要教

职员 ５ 至 ７ 人负责新生入学指导，处理关于师范

生中途休学、退学、转学以及毕业后分配服务及指

导服务等事宜。
第五，实行向毕业生征询服务志愿和向地方

征询教员缺额的制度。 一方面师范学校在毕业前

三个月向毕业生征询服务志愿及地点，另一方面，
县市教育行政机关在每学期开始前三个月统计需

要补充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教员的数额，双方列表

呈送省教育行政机关以作统筹分配之参考。
第六，增加给予报到旅费规定。 要求省市教

育行政机关，“对于初期分配服务之师范学校毕

业生，应发给由校到达服务机关之旅费，其每年应

需经费，列入省概算办理” ［２２］。
第七，增加对服务满 １ 年成绩优良者，给予

“加薪晋级之奖励”的规定。 此项规定在 １９４６ 年

又作了修正，“废止师范毕业生服务满一年成绩

优良准予升入师范学院之规定”，保留了“加薪晋

级之奖励” ［２３］。
第八，增加保送高一级师范学校深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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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２ 年的《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师范学校修业年限 ３ 年，一律享受人民助学金，由教育行政机关负责分配工作，师范学校毕

业生至少服务教育工作 ３ 年，在此期间不能升学或担任其他职务。 参见瞿葆奎：《中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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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每年得于师范学校及

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生中，选择服务期满成绩优良

有志升学者若干人，报经教育部核准，保送师范学

院初级部及师范学校肄业” ［２２］。
《修正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强化了对

师范毕业生服务的过程管理。 其中要求教育行政

机关设专人，师范学校设专门机构管理师范毕业

生的服务事宜，加强了责任的落实；征询服务志愿

和教员缺额，了解供求信息，加强了对师范毕业生

的统筹分配；先服务再发毕业证书制度加强了对

规避服务行为的约束；提供毕业生报到旅费、对服

务优良的毕业生加薪晋级和保送深造，加强了对

毕业生坚守服务岗位的支持，从而改变了之前制

度中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象。

四、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
特征分析

　 　 （一）服务制度逐渐规范，约束力度越趋增强

从发展演变看，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

务制度的建设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 第

一，从复制式的模仿到自我探索式的创建。 民国

初期《师范学校规程》中的服务规定机械地模仿

了日本的服务制度，没有切合当时的实际，难以有

效落实。 １９３３ 年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重建

以后，有关服务的种种规定在实践探索中才得到

改进，并逐渐趋于规范。 第二，从《师范学校规

程》中的子规程发展到独立、专门的服务规程。
１９３９ 年前，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定主要包含在

《师范学校规程》的章节中，１９３９ 年《师范学校毕

业生服务规程》出台以后，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

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并延伸出服务分配、服
务考核、服务指导等众多子系统，内容更为周详。
第三，地方和师范学校制定了相应的服务细则。
１９３９ 年《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明确要求各

省市订定服务实施细则，此后各省市纷纷根据要

求订定细则，参与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建

设。 比如 １９４０ 年浙江省教育厅颁布的《浙江省师

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细则》 《浙江省师范学校毕业

生指派服务办法》。 这些地方部门订定的毕业生

服务细则，在推动毕业生服务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是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约束力度看，民国时期的师范学校毕业生

服务制度呈现出前柔后刚的特点。 民国初期的服

务制度比较柔性，灵活度较高，主要体现在有许多

变通的条令，包括只要省行政长官认可便可以服

务他省；服务岗位只要与教育事业相关即可；有进

一步到“国立学校”深造的，可展缓服务时期；有
特别情事不能服务的，省行政长官可以酌量减免；
等等。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府部门重

视制度建设，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逐步走向

刚性。 为了确保师范学校毕业生能履行服务义

务，服务规程设置了多项约束师范毕业生的措施，
除了通过追缴在学时的费用外，还通过限定升学

督促师范生服务。 如 １９３１ 年要求毕业生服务满

１ 年才能投考；１９３３ 年规定服务期内不得升学，如
果升学，令其退学。 后期虽然有服务小学满 １ 年，
成绩优良者可以升学的规定，但 １９４６ 年又遭到了

废止。 这种前柔后刚的特征还表现在对女性师范

毕业生服务的要求上，１９１２ 年的《师范学校规程》
规定女子师范学校第一部公费生的服务年限是 ５
年，比男师范生少 ２ 年；而 １９３９ 年的《师范学校毕

业生服务规程》则男女一律同等对待，还特别申

明“女生不得因结婚请求展缓”。 另外，１９４２ 年

《修正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 》的先服务再发

毕业证书制度也是典型的刚性约束制度。
（二）服务年限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匹配

从世界范围看，师范学校学生的毕业服务在

师范学校建立的初期已经开始实施。 比如法国

１８３２ 年的师范学校法规规定，享受国家津贴公费

的师范生，毕业后需在公立学校至少服务 １０
年。［２４］同样，民国时期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教

育的义务也是与免费教育的权利相匹配的，而且，
不同的免费待遇有着不同的服务要求。

第一，免缴学费是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教育

的先决因素。 与同等程度的中学生相比，师范学

校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接受免费教育。 民国时期

的各个师范学校规程都有师范生免费入学的规

定，比如 １９１２ 年《师范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公费

生免 纳 学 费， 并 由 本 学 校 给 以 膳 宿 费 及 杂

费” ［１］６９６。 １９３３ 年颁行的《师范学校规程》也规定

“师范学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各省市应斟酌情

形免收学生膳费之全部或一部”，而且“不得征收

图书及体育等任何费用”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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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免缴费用不同，服务期限不同。 根据

１９１２ 年颁行的《师范学校规程》，师范生分为公费

生、半费生和自费生，其中公费生免纳学费，并由

本学校给予膳宿费及杂费；自费生免学费，但不免

膳宿等费。 由于免缴费用不同，其所履行的服务

年限也不同。 比如师范学校第一部的学生，公费

生的毕业服务年限是 ７ 年，半费生 ５ 年，而自费生

的服务年限仅有 ３ 年。 中师合并时期，许多师范

生交一半膳费，所以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１ 年的法令有

毕业生必须服务 １ 年以上才得投考大学本科的

规定。
第三，修业年限不同，服务期限不同。 师范生

享受免费教育待遇的多少还和修业年限相关，修
业年限长，享受免费教育待遇的时间也长，相应地

毕业后服务年限也长。 １９１２ 年的《师范学校规

程》规定，本科第二部的师范生，修业年限为 １
年，毕业服务的年限为 ２ 年，明显少于修业年限 ５
年、服务年限 ７ 年的本科第一部公费生。 １９３３ 年

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毕业生服务年限必

须按照其修业年限加倍计算，明确将服务年限与

修业年限对应。 １９３９ 年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

规程》则直接根据师范学校 ３ 年的修业年限，统
一将各类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的年限定为 ３ 年。

（三）服务期内升学的规定呈现钟摆现象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期内升学的规

定最初沿袭了日本的师范规程。 日本明治时期的

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毕业生在服务期内可以

展缓服务，升入高一级的师范学校。 １９１２ 年《师
范学校规程》也允许毕业生展缓服务，到国立学

校深造，后改为允许到高等师范学校深造。 这种

允许升学但限定发展方向的规定本是柔性的约束

师范生逃避服务的措施，也满足了师范生发展的

需要，但是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被作为既

可以规避服务又不用退还学费的权宜之计。 因为

不少师范生读师范学校的初衷不是当小学教师，
而是免费接受中等教育。

１９２９ 年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师范毕业

生必须具有服务 １ 年以上的证明才得投考大学本

科；１９３３ 年的《师范学校规程》更是严定师范毕业

生服务期内不能升学，如果升学，除了追缴学膳宿

费外，还要令其退学。 但是服务期内不能升学的

规定毕竟限制了师范毕业生的发展，所以 １９３９ 年

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还是允许服务满 １
年且成绩优良的师范毕业生升入师范学院，然而

最后这项规定却在 １９４６ 年的争议声中废止，改为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年著有成绩者得予以加

薪晋级之奖励” ［２３］。
服务期内升学规定的钟摆现象体现了师范生

毕业以后的升学与服务之间的矛盾。 允许服务满

１ 年且成绩优良的师范毕业生升入师范学院一定

程度上可以缓解升学与服务的矛盾，也可激励师

范生提供优质服务；而且，教师的进修也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需要，但毕竟与当时急需合格的小学教

师和迫切需要普及小学教育的现状是不相适

应的。
（四）服务机会、服务待遇、考核和指导等规

定缺乏保障和支持

服务机会、服务待遇、对服务的考核与指导都

是毕业服务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从民国时期师范

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演变来看，教育部门对此

几经修改，着力完善，但实施层面仍是困难重重。
服务机会是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的首要条

件，毕业生如果没有服务机会，也就无法履行服务

义务。 民国初期的服务制度只表明毕业生有服务

教育的义务，却没有说明如何获得服务岗位，毕业

生多需自谋教职。 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１ 年，教育部

多次发出训令，推动服务制度的执行，但是师范生

因为无处服务到教育部呈请的还是实繁有徒。 为

此，１９３３ 年的《师范学校规程》提出毕业生由省、
市、县教育行政机关分配到各地方充任小学教员；
１９３９ 年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更是要求

师范学校、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和服务的学校多方

保障师范毕业生的服务权利。 这虽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但是存在问题还很多，主要原因有：师范生

不是定向的按需培养，毕业生人数和地方教员缺

额之间的供求关系存在不对应；前期小学教师任

用条件宽泛，检定制度落实不到位，致使地方不合

格教师占据了大量的小学教师岗位（１９３２ 年江苏

省地方不合格小学教师竟占 ５６ ６７％［２５］）；师范生

缺乏教学实练，教学能力相对薄弱，谋职时缺乏竞

争力；等等。 再加上抗战前后社会动荡，经济萧

条，小学办学困难，造成一方面合格的国民教育师

资大量缺乏，另一方面还有不少师范毕业生找不

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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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待遇是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的基本条

件。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只保证师范生享受

免费教育的权利，不能保障其在服务岗位上的应

有待遇。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处所是省内小学

校，大多服务环境艰苦，工资待遇微薄。 “倘能于

毕业后找到一个职位，已觉是很幸运的事了”，更
何况“无数小学停办、缩小，而且对于小学教师极

微薄的薪金，也会七折八扣，欠上几月，使在小学

教育界服务的人们，几乎有不能维持生活之

苦” ［２６］。 所以，尽管师范毕业生服务制度要求师

范学校和督导在进行服务指导时注重培植师范生

服务教育的信念，但待遇的微薄加上职业的不稳

定势必冲击师范生的职业理想，从而影响师范生

服务教育的决心，这也是多数师范毕业生规避服

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服务的考核和考核后的奖惩是对师范学校

毕业生服务状况进行过程管理的重要措施。 １９３３
年《师范学校规程》颁布以前，教育行政机关无力

分配师范毕业生的服务岗位，对无处服务者无能

为力，对因故不能服务的毕业生酌情处理，致使考

核不实，惩罚缺位。 正如 １９２８ 年浙江省的调查报

告所言：“部令等于具文，哪一个师范生毕业后不

服务因此而追还学膳费过的？” ［２７］ 《师范学校毕

业生服务规程》颁布以后虽然明确了考核的主体

是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但考核的标准不明晰，对
“成绩过劣”“无过失”“成绩优良”的标准都没有

具体的说明，从而影响了制度的执行。 比如 １９４２
年的《修正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规定，对服

务满 １ 年成绩优良的给予加薪晋级和投考入学的

奖励，但是最后“只看见了准予投考升学，而没有

看见加薪晋级”，而且要求升学者也都不加限制

地被核准了。［２８］

服务指导是 １９３９ 年《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

程》中新加的项目，在 １９４２ 年修正规程中得到进

一步补充，除了处理服务分配事宜外，还包括入学

服务志愿、教学方法、协助基层政治工作等方面的

辅导。 师范毕业生虽然是有资质的教师，但毕竟

教学经验缺乏，实践中常显示出对复式教学了解

不深、学非所用、常识欠缺、不谙校务等问题。［２６］

为此，教育界人士呼吁强化师范生的实习环节，重
视对服务期内毕业生的教学方法指导，以提高师

范毕业生的服务能力。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制度的发展演

变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比如，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

师范毕业生的服务年限，如何在强调契约意识的

同时有效地培养师范生的服务精神，如何改善师

范毕业生的服务环境与条件，如何处理师范毕业

生服务与升学的矛盾，如何完善师范学校、教育行

政机关和服务学校三方协调的管理机制，优化毕

业生服务的分配、督察和考核，如何构建师范毕业

生的服务指导机制，提高师范生的服务能力，等
等。 这是民国时期教育界人士在实践中探索的问

题，也是当今我国公费师范生毕业服务需要研究

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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