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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开展地域文化教学的思考
——以黄山学院开设的《徽州文化专题》课程教学为例

曲晓红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由于受教育者对学习意义的不明确和学科自身的难度，以及教育者在授课方式、方法等环节中

存在不当，导致地方高校在开展地域文化教学时面临困境。要解决这些f*-l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

改革传统教学弊端、更新教育理念、大力提升教师综合能力，以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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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地处吉徽州腹地，拥有众多保存完好的

徽州文化资源。对黄山学院的学生开设《徽州文化

专题》这门课程是学校全面贯彻依托地域优势，建

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进一步强化办学特

色、大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举措。黄山学

院是徽州大地的唯一一所高校。一直以来十分重视

对徽州文化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让学生认知、

学习徽州文化，不仅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学习和补充，更是学校借文化塑入的有效教育方式

和手段。然而由于师资结构和学生构成等方面的问

题，地域文化教学也面临不少困境，要想突出办学

特色，有效提高地方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必

须直面这些困境，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地域文化教学所面临的困境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高校毕业生的

数量不断增加，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而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呼唤使学生和家长

把专业方向的选择、专业课程的设置看成在高校就

读的头等大事。家长及学生对这种“社会呼唤”的误

读和地方高校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学校在开

设地域文化教学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在受教育

者和教育者两个方面均有反映。

从受教育者方面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意

义不明确。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

就业。当代社会大力呼唤“应用犁人才”，自己在大

学中选择的专业方向。特别是专业课程与未来的就

业息息相关。上述思想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兴趣。为了彰显地域特色．黄山学院

对全校学生开展了《徽州文化专题》的教学，但是相

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徽州文化的内容离自己很远。与

专业学习和就业前途关系不大。因此不感兴趣或认

为根本没有学习的必要。事实上，针对于“应用型人

才”而设置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专业性通才

教育，【1】它不但强调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还更加

强调适应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对于概念的

误解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造成了这门文化修养课的

社会价值取向被严重边缘化。另外，学科接受消化

有难度也是学生对这门课程抵触的原因。徽州文化

的内容系统庞杂，融合多学科的知识，章节之间跨

度大，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而平时教师在课程的

讲授中，多以理论为主，囫于授课时间和班型的特

点，开展实践教学有一定困难，这样在学生的理解

和践行上便产生了～定障碍。

从教育者方面看．存在着教育内容固化、僵化、

收稿日期：2010—12—10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教学研究项目(20lOjXYjlo)

作者简介：曲晓红(1979一)，辽宁大连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目古代文学与徽州文化。

万方数据



·116· 黄山学院学报 2011点

针对性不强、教育方式和手段单一、教学质量不高

等问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徽州文化专题》这

门课，学校在方针、政策与具体实施方面存在不统

一的情况。比如对于课程开设的规章、目的较为明

确，但落实到具体的教师配备、经费投入、实践安排

等方面却差强人意，课程的开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

虚性位置，使得课程本身陷入了被忽视、轻视的困

境。这种状况也进一步抑制了教师教学及科研积极

性的发挥。

第二。教师整体素质不强。作为文化修养课的

教9币，应该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在课堂上教师应

该通过驾驭历史、纵览古今的讲述来形成“师者”的

魅力从而感染学生、征服学生。教授徽州文化课的

教师不能只把徽州文化当作历史一样翻来说去，这

样对学生没有感召力，而是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

看待这门课以及它所提及的人和事。这就要求教师

不但具备扎实的基本功、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还

要有广阔的知识面，了解社会热点、焦点、核心问

题，对于课堂讨论能够灵活掌握、收放自如。

第三，教学改革有待深入。以《徽州文化专题》

为代表的地越文化课程作为新开设的学科。在很大

程度上仍沿袭着传统教学的痕迹和弊端，这必然会

引发学生的接受障碍。在教学理念上，单纯强调教

师在课堂上的主动性。忽视了学生接受的主体地

位，不能适时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造成了

教与学的矛盾。在教学方法上，仍然秉承传统的“满

堂灌”理念，拿不出“活”的教学形式和具有吸引力

的实践内容，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2l一个

突出的问题是，虽然学校在课程安排上，文理科的

学生是分开教授的，但大部分授课教师的教学内容

却是一成不变的，能够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相应地

调整课程内容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在课程讲授的

过程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可能对某一章节的内

容有不同的偏好程度。比如，建筑专业的学生可能

对徽州建筑这一章感兴趣，愿意去深入地学习、研

究；中文专业的学生喜欢听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方

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针对班上不同

专业学生的知识领域和专业方i句有侧重地调整课

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对《徽州文化专题》这

门课程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地

方文化资源创新地域文化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对

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并帮助大学生更快、

更好地认同和接纳现代社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地域文化教学的对策

地方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价值是地方

高校强化办学特色、创新地域文化教学的先决条

件。只有充分利用、深入挖掘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才

能应对地域文化教学面临的困境，搞活课堂教学形

式。吸引学生参与热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学科领域、自身特

点及兴趣爱好，适当调整授课内容与侧重点，倡导

启发式教学。p珥学校对这门课程的安排是文理科学

生分开讲授的，文科生安排在大二下学期，理科生

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开设，这显然在时间和范围的跨

度上有了一定的区别，因此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不

同专业背景，在授课内容方面将8|{|I重点适当调整，

不要干篇一律地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讲述相同比

例与删雨点的内容。比如对文科学生。教师可以重

点讲授徽州文书、宗族、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要求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田野调查或社

会调研进行深入地挖掘与理解，而对于徽州科技、

建筑、医学方面的内容仅做一些基本知识方面的介

绍即可。旅游学院是单独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可

以根据其专业特点重点讲解徽菜、徽商的经营管理

制度、徽州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等方面的内容。如

此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

习兴趣，还有效地梳理出徽州文化与专业课程之间

的有机联系．让学生能够把徽州文化的内容作为专

业课程的辅助材料，更好、更灵活地掌握所学内容，

进而更有兴趣与动力去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同时也

避免了由于跨学科的矛盾而导致的学生接受消化

障碍，帮助学生直观、准确地找到学习这门课程的

最佳定位。

第二，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增加实践教学的

内容。徽州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

的，具体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方面，

既有文字资料，又有实物遗存。学校地处古徽外I腹

地，拥有众多保存完好的徽州文化实物资源。图书

馆的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徽州文书博物馆为学生提

供了近距离考察徽州社会的良好机会。周边至今保

留的古村落、古建筑以及新安江、老街等文化资源

更是俯拾即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选择

适当的时间带领学生“走出去”．将课堂搬到“徽州

社会”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品味徽州文化的韵

味，真正从身与心两个方面接受文化的熏陶，即将

文化教学放到文化的发生地。比如当讲到徽州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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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时，可以带领学生到实地去，一边观看村落的布

局形态，一边讲解它的规划特点、园林设计等。这样

生动、明确的教学内容，可观、可感的教学环境，活

泼而有新意的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门

文化修养课的感染力与接受力，让学生的好奇心大

增，真正想学、愿意学、有兴趣学。

第三，更新旧有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课堂

上的接受主体地位。徽州文化这门课程开设的意义

不仅是让学生对徽州地域文化有所了解，更重要的

是让他们以历史为借鉴，指导当下的生活，通过对

所处地域环境与文化的认识与学习。形成对社会的

认同和接纳。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

的参与性。在教师“讲”的基础上还要强调学生的

“学”，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大

胆地“放手”。比如在课堂上努力营造宽松、民主的

教学环境，让学生站在讲台上，用他们自己的眼光

及所拥有的知识去解读徽州文化的特色内容，发表

对文化的见解。另外还可以联系当前徽州文化研究

的热点、焦点问题或者传统文化与当前社会实际问

题的联系，让学生查找资料、展开讨论、总结观点、

发表意见。在课下布置论文式或调查报告式的作

业，让学生自由组成小组，以团队的方式完成，这样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团结合作意识，也在无形中将学

生置于了教学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自主能力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与锻炼。

第四，大力提高授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前文已

经讲过，作为一门文化修养课的教师，较强的综合

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门课程的教授更强调师

者用饱含魅力的语言将广博的知识穿插到生动的

历史文化事件中．从而达到感染学生、征服学生的

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课堂上享受到文化的陶冶与体

验，达到“文化之旅”的效果。但是徽州文化的内容

过于庞杂，学科跨越度较大，要想使课程的内容更

加丰富与深厚，教师必须不断地深入学习和研究，

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在不断巩固自

己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还应关注新的文化发展内容。

亲自调研实物遗存。大最阅读新观点都是必不可少

的。对于一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并不能停留在眼前

的基础上，只有不断发掘、质疑、提问。才能将学问

做活、做强，使自己丰富、充实起来。文化课的教师

也必须这样才能掌握更多、更新的内容，以达到提

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文化修养的效果，这也是开

设课程的目的所在。

总之，为彰显地方高校特色的地域文化课程教

学要立足地方文化资源，坚持并不断更新以学生为

本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师综合素质和教育能力的提

高实现学生文化修养的提升和社会认同感的建立．

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但能够享受到文化

的熏陶和感染，更能积极成为文化的使者，主动地

去传播文化、交流文化、繁荣文化、发展文化。如此

也达到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开创具有地方特色的

实践教学模式的价值功能与理论意义，从而实现地

方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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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Culture in Local Colleges

——Exampled by the teaching of Huizhou Culture in Huangshan University

Qu Xiao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educatees’uncertainty of the meaning of the study，the difficulty of the

course and the educators’improper use of teaching methods，it'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re—

gional culture in local colleges．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the teaching content must be adjusted perti—

nently，the malpractic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must be reformed，the educational ideas must be updated and

the teachers7 comprehensive quality must be promo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applied tal—

ents and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7 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teaching；difficulty；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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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特点,实现以自主学习、自由抒写、自我超越为特征的作文教学,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提高作文教学质量的一条新路.

7.期刊论文 张万仪.Zhang Wanyi "地域文化"课程小组探究性学习的实践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9(3)
    重庆地域文化研究与教学是重庆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巴渝地区的历史文化,重庆电大开设了"地域文化"课程,并对构建网络环境

下"地域文化"课程小组探究性学习模式进行了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

8.期刊论文 卢小丽 关于优选中学地域文化教学方法的探讨 -现代中小学教育2007(8)
    地域文化是地理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教学内容,可以选择言语传递、直接感知、学

生实践活动、学生探究活动、学生合作交流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优选教学方法,有利于有效教学地域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9.期刊论文 甘雪莉 云南地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 -世界华商经济年鉴·高校教育研究2008(10)
    一个民族的语言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此,一种语言文字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同时就是一种文化与思想以至意识形态的传布过程.未来我国

将面临外来文化更为强烈的冲击,传统民族文化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语言教学自

身的要求.云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其丰富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对外汉语教学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进行对

外汉语教学是让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渗透中国文化的意识?如何减轻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以有效提高汉语学习的效

果?本文作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化,同时就是一种文化与思想以至意识形态的传布过程.未来我国将面临外来文化更为强烈的冲击,传

统民族文化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语言教学自身的要求.云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

明发祥地之一,其丰富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对外汉语教学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是让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的重要途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渗透中国文化的意识?如何减轻留学生学习汉语的 度以有效提高汉语学习的效果?本文作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积极

有益的尝试. 化,同时就是一种文化与思想以至意识形态的

10.学位论文 侯兰花 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 2006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特征的体现和孕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升华无不根植于地域文化的深

厚积淀和肥沃土壤。如何在全球语境下凸显本民族文化，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应是重要途径之一。

    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在明确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例析了我国主要的地域文化。本文认为

中学语文教材中蕴含的地域文化极其丰富，文中着重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诗经》和《楚辞》的地域文化差异，以及中学语文教材中的

湖湘文化成分及其特征。本文认为在中学语文中强化地域文化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有助于学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文，有助于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有助于培养能力，有助于形成自我意识和个性发展，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培养健康人格，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学语文中展

开地域文化教学的途径有很多，本文认为可以以新教材“课外拓展延伸”、课文比较阅读、“综合性学习”、“口语交际”、“语文研究性学习”以及

写作训练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论文最后部分展示了中学语文中地域文化教学的一个案例

并对其进行分析，意在论证地域文化教学的可行性及其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应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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