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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与徽州地域文学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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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寻求利用地方文

献资源促进教学的途径，加大学生实践训练。不但对《古典文献学》的教学效果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

于地域文学的研究及相关人才的培养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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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对于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学生来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但由于长期

以来教学与实践的脱节，教师教学模式的单一，所举

的例子多数比较陈旧，单纯的理论讲授又比较枯燥，

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兴趣不大．甚至望而却步。如果

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该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将令人

堪忧。教育部2007年发布实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

工程”。其中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是

重要内容。对于国内为数不少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

来说，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强《古典文献学>的实

践训练，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接下来就以地处古

徽州的黄山学院文学院开设的《古典文献学》课程为

例谈谈如何利用地域文学资源促进《古典文献学》实

践教学。

一、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多数高校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本科阶段

的教学模式研究不够，尤其是实践教学。从教育部历

年教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情况看。未见有相关课题获

得资助，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从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来看，跟《古典文献学》教学研究相关的只有

一篇文章，即董冰华《关于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

点思考>。该文对文献学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和

以往文献学的基本教学模式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同时提出文献学教学改革的一些措施：在教学内容

上要进行有机整合，做到详略得当。教学方法上提出

为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教学环境：给学生提供独立

思考的空间；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手段的综合

运用；变换多种考试形式等。【”阱Ⅸ应该说虽然认识

到该门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但具体改革措施上

比较笼统，尤其是对实践教学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

探讨。对于新升本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古

典文献学》的教学不像一些老牌本科那样具有深厚

的资源积累。除了充分利用网络共享资源弥补文献

资料不足外，还应该充分利用地域文献对学生进行

实践教学训练。2007年12月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

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上。中华书

局的傅璇琮先生指出拓展自身研究范围的磐要性，

认为古典文献学应该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以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郑州大学的徐正英教授指出地方

高校的文献学学科建设不要刻意求全、求大，而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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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方特色。应加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华

中师范大学的张三夕教授则主张将培养对象向本

科生延伸。1211“这些文献学专家的建议值得我们很

好的借鉴和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历史文化辉煌悠久的古徽州，依

托地域文献优势弥补综合文献资源的不足，将《古

典文献学》的实践教学与古徽州厚重的文献积淀结

合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徽州文献的研究中，文

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薄弱环节。目前仅处于起步

阶段，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完成。比如书目文

献的整理。文献遗存状况的调查等都刚刚起步。由

此看来，目前研究徽州地域文学的最大障碍就在于

前期的文献基础工作还没有做好。而这一工作如果

仅仅靠几个高校学者是很不够的。需要一大批的人

参与到这一工程中去。基于这一点考虑，应该结合

<古典文献学：》的实践教学，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

生在徽州地域文献尤其是文学文献的整理中发挥

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从而真正为地方培养一批能

够利用地域文献资料从事基础研究并服务地方经

济文化事业的工作者和生力军，为弘扬徽州文化，

促进安徽经济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I：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与微州地方文献整理

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江南地区的文化重镇和

出版中心。因此有大量的科举文献、商业文书资料、

文学文献、方志族谱等文献资源。仅以徽州文学中

的小说为例。明清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文言小说作

品，如：明代歙县潘之恒《亘史>、罗逸《亘史补>、吴

大震<广艳异编>、曹臣《舌华录>、张正茂《龟台琬

琰>，婺源余懋学《说颐》、潘士藻《囤然堂类纂》、汪

云程《逸史搜奇>，休宁程时用《风世类编)、查应光

《靳史>、叶权《贤博编》，祁门马大壮《天都载》等；清

代有歙县王炜《嗒史：》、张潮《虞初新志》、黄承增《广

虞初新志>、鲍倚云《退余丛谈>、江绍莲《闻见闲

言>、吴雯清《水曹清暇录》，休宁赵吉士《寄园寄所

寄》、戴坤《喟庵丛录》，婺源齐学裘《见闻随笔》、《见

闻续笔》等，这些作品有些是对前人小说的编辑整

理，有些则出于独创，其中不少作品在小说史上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客籍作家和作品．

如清代吴县入沈起凤(1741—1801以后)的《谐铎》则

刊刻于丰Bf-3教官任上．《续谐铎》条目的收集和整理

也是其徽州的弟子饶世恩(祁门人)完成的，其内容

也多次涉及徽州的人、事、物，可见徽州入文风貌对

沈起凤创作的影响。晚清鸠兹(今芜湖市)沈耀曾

(1849一?)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澹园述异》。其序言作

于“藤溪”(清属徽州府休宁县，今黄山市屯溪)，作

者曾长期在徽州做幕僚。除了文言小说，还有足可

称得上是安徽古代小说史上第二部通俗章回体作

品的《希夷梦》也是清代前期徽,Jq、I文人汪寄创作的。

这些作品多数未能校点整理。有些虽然出版了校点

本，但文献资料仍然无人专门梳理，更谈不上深人

研究了。这也为黄山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吉

典文献学>的实践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接

下来我们谈谈具体的操作模式。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地域文献资料对学生

进行古典文献的调查和检索利用的实践教学。如组

织学生利用假期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展开实

地调查，对徽州古代文献的遗存状况有一个总体的

把握，除了古籍资料外，其他如碑刻、牌坊、墓志、楹

联、木雕等相关文献载体和资料也要进行梳理和研

究．当然也包括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实践展开家乡所

在地的古代文献遗存调查工作。通过调查实践．不

但学生得到实践锻炼．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且可

以对地域文献的存在和保护状况有全面了解，发现

未被书目收录的稀见资料。这一实践方式也是解决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图书资料相对匮乏的有效途径。

另外，还可以利用学校馆藏完备的古徽州方志和族

谱资源让学生进行查阅方志、族谱的实践，锻炼学

生利用方志族谱资料从事研究的能力，其中当然也

包括考查文学作家和作品在方志族谱中的存在状

况。

其次，结合<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组织学生进

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的实践训练，将整理

古籍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实践相结合，把学

生的作业训练和教9币的批改都变成是教学与科研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既能缓解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脱节的矛盾，又能对学生进行古典文献的校勘辑佚

和句读、标点、注释、翻译、正误的训练，增强其阅读

相关古典文献的能力以及使用工具书解决问题的

能力．让他们切身感受《古典文献学>的实用性。在

任课教师有地域文学研究或文献整理项目与经费

的情况下．可以吸收部分学生到整理和研究过程中

去，这样学生在受到训练的同时也能帮助教师完成

前期调研和部分整理研究工作。还可以得到一定的

劳动报酬。学生的实践学习得到一定的回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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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师的科研也有了更多的助手。当然。这一环节

需要有相关的研究经费作支撑．要求任课教师自身

应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同时有跟文献整理研究相

配套的项目经费。经过对学生学习实践状况的考

察，在合适的条件下，还可以推荐这些有实践经验

的学生到相关就业岗位。或者推荐其攻读古典文献

学或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实践教学中培养出

来的本科生的动手能力和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要强

于只知道死读书的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就更能够很

快适应。这样任课教师一些与地域文学文献研究相

关的课题都可以采取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模式进

行。

三、《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与徽州地域文学研究

如何妥善处理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学生学

习与科研的关系是目前大学文科教学面临的难题。

加强《古典文献学》的实践教学还应该处理好教学

与科研的关系，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带教学。那么

如何在本科阶段将《古典文献学>的实践教学与科

研相结合。

第一个途径是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

中去。如结合笔者主持的地域文学研究项目《古徽

州文言小说研究》、《清代安徽稀见文言小说汇考》

和准备申报的地域文学文献整理项目休宁程时用

的《风世类编》和歙县吴大震《广艳异编》，可以让学

生参与其中。在黄山学院文学院06级汉语言文学

本科班《古典文献学：》授课过程中开展古籍校点实

践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版本选择、文字录入、句

读、标点、注释、翻译、正误等工作，让《古典文献学>

实践教学成为地域文献整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更

需要教师严格把好质量关，对学生在作业中的错误

和疏漏及时予以纠正。在组织学生分工合作校点古

籍的过程中．以随机抽出来的学生作业为例子给学

生讲解校勘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这样学生更感兴

趣，也改变了过去照本宣科，课堂教学中举例陈旧，

对学生没有吸引力的状况。

第二个途径．结合学校设立的大学生科研立项

资助，让学生在地域文学文献调研实践中发现科研

题目．鼓励学生将地域文学研究作为选题的重点。

然后在对学生科研项目指导的同时完成《古典文献

学》的实践教学。比如近两年笔者所带学生科研项

目基本跟徽州地域文学文献研究相关，如05级学

生的《从徽州女性诗词探讨徽州女性魅力》；06级学

生的《徽州小说家余懋学及其(说颐>研究》；07级学

生的《民国徽帅I作家程善之小说创作研究》；09级专

升本学生的《清代徽州小说家汪寄(希夷梦)研究>

等都是在对地域文献资料的整理补充基础上产生

的。将《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学生学习和科研有

机结合。还可以让学生在受到训练的同时为将来完

成毕业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有效提高毕业

论文的写作质量。缓解就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撰写的

矛盾。另外，古典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实

践教学中对毕业论文撰写前期资料的查找、筛选及

目录的编排有重要帮助．是毕业论文撰写的重要辅

助手段。关于这一点在拙作《本科生毕业论文“三位

一体”写作模式探索》【311M一文中有所论及，此不赘

述。

地方高校中文专业《古典文献学》实践教学是
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而地域文学研究也是一

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是我们

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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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Practical Teaching of Classical Documentation Science

and Regional Literature of H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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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lassical Documentation Science is important

in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urse universities，especially the way in which regional resources are brought

into full play．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literature of Huizhou and qualified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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