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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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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倡导建立双向互动的教学情境与形式．要求充分运

用包括多媒体手段在内的现代化的教学方式，着力建设和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实践教学体系和平

台，使学生既掌握系统扎实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审美鉴赏能力、阅读分析能力与写作

能力。并且能够将课堂教学中所获得的知识与能力转化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创作能力以及其他实践动

手能力，成为符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实际要求的实践性、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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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出现为大量地方高校提供了新

的发展方向和转型空间。以安徽省为例。新建本科院校

大多是由原来的9币范专科学校升格而成。这些院校通常

都设有。中文系”或“文学院”。如何彰显和发扬中文学

科、专业的传统优势，并且以。应用”为目的实现其在教

学理念、实践模式、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

面的调整和转变，培养出大批既掌握系统扎实的基础理

论与基本知识，同时又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能够

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

的应用型创新性人才，显然已经成为这些中文院系亟待

思考和解决的现实课题。以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为背景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进行构想和探讨．希望能

够为地方本科高校的中文院系探索具有“应用”特点的

课程教学模式提供理论准备与实践参照。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专业性通才教育”。IIl这种

教育理念要求扬弃那种单纯的“专业化”教学模式，不主

张只是传授给受教育者固定的、现成的、概念化的知识

结论，而是更加强调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形成

独立思考、主动获取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方

法。具体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而言，突出“应用性”

首先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化学生对于文学史的主

动认知能力。对于教师来说，他首先应该树立起一种。文

学史整体观”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必须对文学史的

发展脉络了然于心．心中始终潜藏着一根文学史的红

线，并且按照这根红线选择以代表性作家作品和其它重

要文学现象为主体的若干节点进行精心讲析，使学生能

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梳理将这些节点连贯起来并获得

一种大致的。文学史”印象，正像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文学史上

曾经发生的现象，而且要着重培养学生从事这段文学史

研究的初步能力；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如何评价这些文学

现象。而且强调通过自己动手去获得这种能力”。哒种
文学能力的获得首先应该落实在对于学生阅读分析作

家作品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判断力的有意培养上。离开

了具体的作家作品。所谓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将

变得无所凭依。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开课之前列

出一份阅读书目，以文学作品为主。兼有少量研究论著，

要求学生在阅读理论著作时可以“不求甚解”，只要能够

开拓视野，有助于消除上课时可能遇到的理论隔阂即

可。关键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

形成阅读原著和经典的习惯与能力。使他们在阅读实践

中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能够真正领略来自于文学经

典的情感陶冶和智慧启迪，逐步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能

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丰富文学素养和提高人文素

质。教师一方面要注意让作品本身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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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鼓励他们主动阅读和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要给予

他们必要的启发和指导，教师可以告诉学生先弄清作者

的写作意图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以及它们如何得以体现，明确自己对作品的

总体印象以及形成这种印象或观念的理由。所有这些问

题必须由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独立思考和回答，教

师要重视学生通过文本阅读获得的原初感受，针对他们

的这种体验、感受、印象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讲解，不仅要

使他们获得对于作品本身的感悟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训

练和培养他们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和方法。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课程或学科本身具

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特点，教师在对作品的讲析过程中要

注意发掘课程内容与当下生活语境的关联度，启发学生

增强将文本的阅读分析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思考相

结合的实践性能力。譬如在谈到“十七年”小说时，教师

可以联系1990年代以来“重写红色经典”的文学或文化

热潮，引领学生重新思考和阐释《红旗谱>、<红岩>、《红

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的

价值内容和审美意蕴。以《林海雪原》为例，这部小说的

创作初衷或许只是为了有效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权

威及其合法性认同。但它后来被一再改编成影视剧作

品．进入新世纪，人们依旧对它耳熟能详。除了单纯的怀

旧冲动，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审美机制怎样产生，体现在

哪个层面．这些显然都是值得讨论并且令人感兴趣的话

题。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小说在革命，反革命的阶级

斗争的关系式下其实还潜藏着一种伦理／反伦理的叙事

结构，正是借助于这种“政治伦理化”的美学实践原则，

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早已植根于人们深层意识的

伦理信仰、生活逻辑、风俗习惯等因素及其所规定的情

感价值已经转化为小说的审美资源，并且随着蕴藏这种

资源的艺术形象发挥打动人心的感染力量，革命意识形

态的叙事意图和意义才有可能得到生成或支撑。

显然．我们也可以循着类似的分析路径探求“十七

年”时期的其它作品在历史和当下语境中的价值功能与

审美特质，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教学内容设计既摆脱

了那种按照时代、作家、思想、艺术等要素构成的“干人

一面”、。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同时也对优化自身知识

结构、增强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当他

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克服最初的接受障碍后。很快就能体

会到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鲜生动的感觉和乐

趣，这将会进一步鼓舞他们主动参与、在实践中培养和

提高创新能力的热情和信心。同时，这种文本的阅读和

分析能力也可以有效地转化为论文写作能力，帮助学生

在进行论文写作时发现选题、选择进入视角和展开具体

的分析论述。教师可以通过作为平时作业的读书笔记、

小评论、小论文、作为考试或考查形式的课程论文以及

毕业论文等多种形式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就像

温儒敏先生所说的：“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

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

‘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

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

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现当代

文学教学改革最好与写作训练结合起来，这样就可能事

半功倍”，嘲从而彰显中文系学生的专业优势。更好地适

应社会需求。

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内容

重视对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反映在教学方法

上，则应该打破教学过程中“授”与“受”的等级结构。倡

导建立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双向互动的

教学情境与形式。可以多采用一些启发与讨论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譬如在讲授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时，可以

提醒学生将“故事新编”与2005年的“重述神话”现象。

将鲁迅的《奔月：》与叶兆言的{：后羿》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分析。要求他们在对两者比较观照的基础上展开充分地

讨论，从而深化对于《故事新编>“独特性”的理解，增强

分析当下具体文化现象的能力。讨论的内容可以是与课

程相关的一些热门话题，也可以是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中

表现出来的具有共性的一些具体问题，教师还可以通过

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思考、寻找一些与教学内容关

联的讨论题目并初步说明得出这些题目的理由。由教师

从中筛选出那些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有代表性的话题

作为讨论内容。讨论的形式也可以不拘一格。可以采取

师生相互问答的方式；也可以由教师主持，学生之间相

互展开辨析，最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对于师范专业

来说，教师还可以将课堂讨论与学生的教学实习相结

合，让学生实际体验备课、讲课的教学过程，然后由师生

共同讨论、评价教学效果。努力训练和提高他们的口头

表述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突出师范专业的“应用性”培

养目标与特点。

先进的教学手段也是建构“应用型”教学方法的重

要环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可以充分运用包括

多媒体手段在内的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手段

主要是指一种基于互联网、教学微机、投影仪、电动幕等

硬件设备以及各种应用软件构成的综合性教学系统和

平台，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信息容量大，内容丰

富，能够将传统板糟教学无法直接展示的各种教学和研

究资料予以集中快捷的呈现。(--)直观、生动、形象化。

可以将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材料编辑处理为一种具

有强烈视觉和听觉冲击力的教学课件。这样的教学手段

显然有助于克服单一化的教学方式可能带来的单调沉

闷的教学氛围，形成一种热烈活泼、富有感染力的课堂

气氛，能够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开拓视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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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方便、迅速地

融人教学情境和领会教学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独具

的“现代性”品格使它理应保有一份对于这种现代化教

学手段的敏感度和适应性，譬如《阿Q正传》、《祝福》、

《伤逝》、《子夜》、《家》、《骆驼祥子》、《雷雨》、《原野》、《围

城》、《红高粱》、《入到中年》等现当代文学经典多已被拍

摄成影视剧，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实施多媒体教学提

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源。但必须指出。使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应该扬长避短，文学和影视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形

式。影视作品“表层化”、“平面化”、“图像化”的呈现方式

和状态可能会降低人们阅读文学文本的热情，使其无暇

对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作出历时性的咀嚼与回味。进而

削弱或钝化艺术鉴赏力、文学想象力和审美感受力。所

以只有在学生认真阅读文学文本的前提条件下，使用多

媒体技术才能有效增加他们的知识容量，增强认识、接

受和理解能力，拓宽思维路径和形成富有创新精神的教

学效果。

除了课堂教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还应该着力建设和

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实践教学体系和平台。使

学生巩固、领会、深化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将理论

知识适当地、灵活地、富有创造性地转换和生成为实践

动手能力，努力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实际要求

的实用性、创新性人才。具体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

来说。大致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实践教学方式和环节：

(一)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设立大学生创新项目以及根

据实际情况吸收学生参加教师科研项目等方式。在教师

的指导下，激发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兴趣。使其受到学

术气氛的熏陶与感染，明确学术规范的要求，在科研工

作中增长才干和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通过由

教师担任顾问或其他课外指导的方式，支持和帮助学生

创立与组织文学社团、自办各种文学刊物。使他们在具

体的文学活动中探索和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培养和提高

诸如组织管理、经营运作、调查采访、编辑策划、出版发

行等文学或社会工作能力；嗍(三)可以通过举行校园诗

歌朗诵会、征文比赛、戏剧小品演出等活动形式，鼓励和

引导学生将课堂教学中获得的文学理论知识、阅读写作

能力与审美鉴赏能力转化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创

作能力、语言朗诵能力和形体表演能力，从而有效建构

一种课内与课外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旨在培养学生

具有适应社会需求的较高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多功能教

学系统和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强调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使受教育者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更加“切实”地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

但却不能放弃“大学”作为“精神殿堂”的道义和责任。中

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既应该坚持本学科由。启蒙”

与“革命”两种现代性价值所张扬的实践性传统，更应该

汲取“五四”新文学“立人”的精神资源，培养学生能够领

悟生活和艺术的美学感召。始终保持对于生命的敬畏、

对于民族的担当和对于国家的热忱，“使自己的毕业生

成为高质量的人”，m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人才。也使应用型本科高校“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学理念得到支撑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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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vocating constructing an interactive teaching context．and proposing making use of modem

teaching method including multimedia technology，while developing all kinds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s，

the course teaching of mode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will

make the students not only grasp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but also possess a great capability for aesthetic

appreciation，reading，and writing，which should be turned into ability for literature creativity and other

practical abilities SO as to make them talents of practicality and creativity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economy，and culture．

Key words：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courl孵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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