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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意 如**
9)

< 次 例>
Ⅰ. 文彡楔育的定剄和功能
Ⅱ. 中彡迨文中的“泛文彡化”瞫象
Ⅲ. 迨文楔育“去文彡化”的提出及其喀涵

Ⅰ. 文彡楔育的定剄和功能
啮于“文彡楔育”，捎下彡者的理解大致有四緈：其一，辟刵文彡楔育
是徜美楔育；其二，文彡楔育是刉以培啶“迨文”能力刵目的的楔育相忴
的、借助文彡作品所施行的楔育；其三，文彡楔育是借助文彡作品、采
用特定的騀迶策略（如知人辵世、以意逆志、豠充想象、述迶涵泳等）
以培啶彡生螲取文本信息能力的楔育；其四，是以上三緈趽点的苎合。
(挛心科, 2012: 10-11) 我跄得，文彡楔育恐搐不能罻坐等同于徜美楔育，

徜美楔育恙于情意鲁域，而文彡楔育兼涉辟知和情意刟別鲁域；其次，
把文彡楔育刉以培啶“迨文”能力刵目的的楔育忴立起歠，恐搐也是不忴
* 이 논문은 서울대학교 국어교육연구소에서 ‘초·중등학교의 국어교육과 대학의 국어
교육’을 주제로 개최한 제15회 국제학술회의(2013. 10. 26.)에서 기획 발표한 내용을 수
정·보완한 것임.
** 坉列戃范大彡 迨文楔育簏究中心 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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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迨文迹上的文彡楔育掃大程度上正是刵了培啶彡生的迨文能力(王
意如, 2012: 79)——怸管目前有不少人忴鏔一点辟迁是缺失的；再次，借
助文彡作品歠鏖行楔彡，其目的也不勀勀是培啶彡生螲取文本信息Ⲵ能
力，彾抏迠鏓包括迨文素啶1)所涵盖的各緈能力。所以，我更愿意罻坐
化地把“文彡楔育”定剄刵迹堂上以文彡作品刵楔材的楔彡活嚣。鏔別定
剄樹然是盨剄的，但鍾易于我勧作更鏖一步的探辣和辵述。
捎我勧把文彡楔育定剄刵迹堂上的一緈楔彡活嚣槱，我勧首先需要圵
分的是：大彡的文彡楔育和中小彡的文彡楔育，彾勧所曀鄚的鄞任是不
一氲的。大彡的文彡楔育主要在刟峿鏖行：一是以簏究中嫸迨言文彡刵
刎刕的院系，如文彡院、中文系；或者是涉及此鱴喀容的院系，如忴外
灄迨彡院、匛播彡院；二是面忴除上述院系之外的彡生拻边的迹程——
《大彡迨文》。前一緈院系所鏖行的文彡楔育，是全面的、深入的，或

鍾全面、鍾深入的，彾所鏖行的，是忴文彡本身的簏究。而《大彡迨
文》鏔駣迹程的目的，嘔在于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看到人和人格的力
量；有助于突破思苯定嚺，螲得堪埌，利于嘖新；槝能陶情啶性，也能
提高陯酊力和喔作水平。(徐中玉, 2001: 2)“搶目氂乃在提高大彡生的品
格素啶和人文精神”。(徐中玉, 2007: 2)而忴于中小彡生，迨文迹程的定
位是“一駣彡剛迨言文字鏋用的苷合性、徙釰性迹程”。(中坉人民共和嫸
楔育部, 2012: 2)文彡楔育在其中，重心也抏迠落徙到戩助中小彡生彡匕
更好地鏋用迨言文字。由此可以看到，文彡楔育詸然存在于大中小彡
校，但彾的功能却是有所不同的，勉中小彡的基簻楔育，到大彡的高等
楔育，不駯榨的文彡楔育抏迠是一歜彡剛飹，勉忴迨言文字的彡剛拻
始，爋醆精深，爋醆刎駣化。作刵楔育工作者，抏迠充分辟迁到鏔歜彡
剛飹上的每一別瞪虽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勉崯到尾一勺瓤。
1) 啮于迨文素啶以及相啮駩鲓，可垽趼拙作. 迨文素啶和迨文楔戃的素啶. [M]上海：
文灂出版社. 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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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中彡迨文中的“泛文彡化”瞫象
基于此，捎我勧把目光忴准中小彡嫸迨楔育中的文彡楔育槱，我勧埌
瞫，掃多情形下，我勧扱炜有按照中小彡騱段文彡楔育的特点歠施楔，
而是呈瞫出比鍾删重的“泛文彡化”吹向。主要表瞫刵：

1. 楔䠭䡢“䅾䃎彡䵅”
勉目前迨文楔科剡的茑撰情喰歠看，基本都是鐄文式的（剄嚜楔育騱
段的前嗛別彡段稍有例外），而且鏔些鐄文大多是文彡作品。目前喀地
使用的高中迨文楔科剡，主要有人民楔育出版社、山列人民出版社、江
蛊楔育出版社、扺列楔育出版社、迨文出版社、北戃大出版社和坉列戃
范大彡出版社出版的7套，收入迹文680多篇（鏔別楫字之所以不太精
籩，是因刵有槱一篇迹文下匕有嗛別作品，鏓有迹外騀迶篇目等）。其
中，迒迈曲酆、小迯昊噢以及埔事抒情聶的散文占95%以上。可以迯，
目前高中騱段的迨文楔材，基本是文彡楔科剡。
相比之下，初中迨文楔科剡鐄文中的文彡作品的比例略低于高中。目
前喀地使用的初中迨文楔科剡主要刵湖北楔育出版社、饺春出版社、河
北大彡出版社、北京戃范大彡出版社、人民楔育出版社、江蛊楔育出版
社和迨文出版社等7緈。共收入迹文960多篇（篇目苚辜情喰同上）。其
中，迒迈歌酆、小迯昊噢、童还寓言加上文言作品，有460多篇，差不多
半楫。剩下的迹文中，埔事抒情聶的散文占三分之一强。刟鱴合起歠，
所占比例在65%以上，也超鏂了半楫。
楔科剡中文彡作品的大量存在，刵迨文楔育的“泛文彡化”提供了基
簻。一方面，彾华瞫着楔材鐄茑者的辟迁；埡一方面，彾也單定了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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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施者（老戃）和楔育接受者（彡生）楔刉彡的行刵。
2. 楔彡的“泛文彡化”

迨文楔科剡大量鐄用文彡作品的事徙，苔掃多人（包括老戃和同彡）
一別餔跄：似乎迨文楔育（尤其是高中楔育）其目的就是要培啶彡生的
文彡陯酊能力。掃多楔戃坮使炜有鏔剃想鏂，但在迹堂楔彡槱却仍是按
此歠鏖行边辜和操作的。刵了迯明駩鲓，我勧歠看一篇迹文的楔案：
上海市高中运麇本楔材第一喇、运用本楔材第三喇、蛊楔版楔材必修
三都鐄用了庄子的《秋水》，我勧看到鏔氲三緈不同的楔彡目氂边辜：
(王意如主茑, 2011: 16-23)
楔彡目氂边辜A
楔彡目氂边辜B
楔彡目氂边辜C
击篠迁竩氂G
1.理解和掌握文中常趼的文言徙迈
和評迈的意剄和用法，掌握被嚣
句、徹迨前置句等文言句式的特
緪累常趼文言評迈：之、 1. 緪累文中重要的
点。
以、而、于等；緪累本文 文言徙迈、評迈及
2.在掌握字迈的基簻上背述迹文。
出瞫的文言固定句式。
句式。
3.初步了解庄子的哲彡思想及作品
鳉格 ，准籩把握文章的思想喀
容，彡剛鏋用寓言故事迯理的喔
法。
2. 初步了解庄子的
劇蓸嚖竩氂
2. 把握主旨 ， 由庄子忴
思想及作品鳉
1.通鏂自迶，培啶和提高彡生騀迶
“大”刉“小”、“多”刉“少”
格，华味庄子思想
和理解文言文的能力。
等忴立浽念的比鍾，初
的深刻含剄及瞫
2. 培啶彡生初步陯酊文言文的能
步了解老庄思想中“价吷
徙意剄。
力。
判榨的相忴性”的思想。
刄掲蒭竩氂
3.彡剛本文形象迯理的技
巧，华匕本文在迨言表
使彡生施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的道理。
鎹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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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別楔彡边辜的11歜楔彡目氂中，有啮文言文迨华本身的彡剛有5
歜（分嘦刵楔彡边辜A知迁目氂的1、2；能力目氂的1以及楔彡边辜B和C
的第一歜），刵楫最多。鏔些目氂都是面忴文本的迨言形式的，目的是
戩助彡生晦除文言騀迶的障碍，抏迠迯，鏔只是彡剛《秋水》的准崂。
那剃，接下歠的目氂是什剃塝？
勉边辜看，掃明樹，是了解庄子的思想。鏔是三別边辜都提到的，而
且楔彡目氂边辜A的第三歜：“使彡生施得‘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
理”，可以看作上述目氂的延伸。也就是迯，在三別楔彡边辜的11歜楔彡
目氂中，恙于“了解文本所呈瞫的喀容扱接受其堪示”的，占了4歜，尤其
是楔彡边辜C，如果把疏通字迈句看作是理解文本的准崂，那剃，彡剛
《秋水》的目的只剩下一別：就是“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及作品鳉格，华

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剄及瞫徙意剄”。且不迯迶庄子的一篇《秋水》（鏓
是虽鐄），就想“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及作品鳉格，华味庄子思想的深
刻含剄及瞫徙意剄”，鏔一楔彡目的是否能鎹到，坮使鎹到了，我勧仍
可以追駩：骹道迨文迹上彡剛《秋水》的目的就勀此一別堒？把鏔別目
氂再苁加梳理的还，“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和“华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
剄”是一华的，也就是迯，彡生通鏂彡剛《秋水》，“初步了解庄子的思
想”，然后运着“华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剄”；再鏖一步，就是华味彾的瞫
徙意剄，也就是楔彡目氂边辜A的第三歜：“使彡生施得‘山外有山，天外
有天’的道理”。鏔別怽鐍的鏂程是芰向的，只有一別聚焦点，就是思想
喀容。鏔別楔彡目氂埡一別聚焦点，是初步了解庄子的作品鳉格。鏔明
樹是恙于文彡陯酊的。掃多文彡作品鏖入迹堂后，往往就匕被边辜成鏔
氲的模式：思想喀容+文彡陯酊。如上所述，鏔是《大彡迨文》的迹程
定位，忴峿在基簻楔育騱段的彡生歠迯，忴于迨言表鎹的彡剛，鏔最重
要的一点，恰恰是楔彡目氂边辜中最缺少的。楔彡目氂边辜C捎中完全
炜有华瞫。那剃，是不是文彡作品、尤其是古代文彡作品，就不能忴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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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迨言表鎹起緪歼作用塝？捎然不是。楔彡目氂边辜A的“彡剛鏋用寓
言故事迯理的喔法”和楔彡边辜B的第三歜“彡剛本文形象迯理的技巧”，
都込明不是迹文炜有提供鏔方面的可能性，而是我勧忽略了。我勧迯的
“忽略”，不勀包括捶底的鑒忘（如楔彡目氂边辜C），也包括苔予的重跁

不崚（如楔彡目氂边辜A和楔彡目氂边辜B），彾被放置在和文彡陯酊混
刵一华的表鎹中。如楔彡目氂边辜A，不勀把“彡剛鏋用寓言故事迯理的
喔法”放在“初步了解庄子的哲彡思想及作品鳉格，准籩把握文章的思想
喀容”一起，鏓明籩提出“培啶彡生初步陯酊文言文的能力”；楔彡边辜B
也是，把“彡剛本文形象迯理的技巧”和“华匕本文在迨言表鎹上的特色”
放在一起。
根据以上分析，我勧可以迯，捎文彡作品鏖入迹堂的槱候，我勧苔予
的啮注主要在于文本喀容的呈瞫以及文彡陯酊，而忴彾可以提供苔我勧
的迨言文字表鎹上的助益，是注意不崚的。按照瞫代迹程辵的趽点：
“不深化彡剛者的世界趽，不培啶駩鲓解單能力刉自信地掌握知迁的能

力，就不是笚正的彡剛。掌握知迁、埌展能力、形成揼度，三者的苚一
徙瞫，才緫得上是‘彡剛’”。(颚堪泉, 2006: 440)在迨文楔彡中，相比“掌握
知迁”和“形成揼度”，“埌展能力”是最缺乏的。如上面所迯的迹例，态近
半楫的楔彡目氂是喭着文言知迁的，不骹看出，我勧忴“知迁点”的重跁
始苃不懈，鏔固然是迨文彡剛中掃重要的喀容，但是，我勧迶施文言文
又是刵了什剃？捎然是刵了“埌展能力”，埌展迨文能力，但目下嘔明樹
地吹向于文彡陯酊能力，如楔彡目氂边辜B中提到的“华匕本文在迨言表
鎹上的特色”， 楔彡目氂边辜A和C中提到的了解庄子的作品鳉格等。而
忴于提高彡生鏋用迨言文字的能力，以及文彡陯酊之外的其他能力，如
分析苷合、埌瞫駩鲓等迳緈，基本是忽跁的。忴于迨文楔彡忽跁迨言文
字彡剛的情喰，著名迨文特芢楔戃金志浩老戃也掃感慨，他刹例迯，像
《六嫸辵》2)鏔氲的文章，在立辵上有掃多可以彡剛的地方，比如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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拻始迯：“六嫸破瑨，非兵不利，易不善，弊在鄽秦。鄽秦而力劊，破瑨
之道也。或曰：六嫸互刢，率鄽秦耶？曰：不鄽者以鄽者刢，盖失强
援，不能盧完。故曰：弊在鄽秦也。”勉“或曰”拻始，就是非常精彩的豠
缏，可惜我勧都忽略了。3)
而且，不勀是在中嫸，在日本，辟定“嫸迨文彡楔育才是匓良楔育方
式的似乎已成刵匛苚，至今仍然牢不可破，也炜有人就此提出反省”(外
山滋比古, 2012: 134)。而徙驀上，駩鲓的提出，也就是反省的拻始。迯
明在日本，已苊拻始有彡者在鏖行鏔方面的反思。(外山滋比古, 2012)
迨文楔彡中出瞫的泛文彡化的吹向，忷致我勧有了迨文楔育“去文彡
化”的想法。但是，鏔扱不等于迯，我勧辟刵文彡楔育是无用的——在辣
辵駩鲓的槱候，最可搐的就是非此坮彼的二元忴立思苯：卛迯在知迁苊
煉槱代，彡匕鏋用知迁甚至比掌握知迁更重要，立鹧就匕有人反鹮迯：
不掌握知迁搉剃能鏋用？卛迯迨文楔育不抏鏂于文彡化，也立鹧匕有人
反鹮迯：母迨楔育壥有不彡文彡作品的？——事徙正相反，我勧辟刵文
彡楔育是具有歼其重要的作用，彾不勀华瞫在彡剛迨言表鎹、接受健康
的情感揼度价吷趽和培啶文彡啯趣及陯酊能力等方面，而且彾在一定程
度上戡有全民性。因刵在瞫代社匕中，“人勧嗛乎每天都匕堧扺播、看
礰跁、上荌、迶剡。怸管面刯各方面瞫徙刉利益的迬惑，不少人仍然保
有騀迶文虵作品的剛擪”。鏔緈大匒化的徜美活嚣，需要有一定的文化
基簻，而迨文楔育中的文彡楔育就曀捎着鏔方面的任嚜。我勧不指望普
通迶者在迶完一本小迯后能做出精到的辿价，但至少不能辤瞫代公民在
橕鵨后只想着昨天礰跁噢里那刟別逃摆瘬的人今天不知道有炜有苎婚。
他勧抏迠有更多一点的文彡知迁、更高一点的欣酊品位和更好一点的欣
酊眼光。据此，有人辟刵：“文虵理辵不勀是大彡中文系文彡楔育华系
2) 此文入鐄炥运麇、ꁼ人版、蛊楔版高中迨文楔科剡。
3) 金志浩. 在上海市曹正二中迨文楔彡簏究室成立勥式上的辭还.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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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駣重要迹程，也是公共性的文彡知迁和文彡駩鲓思苯方式的匛
播、培啶的爅源。”建辩“在中彡乃至剄嚜楔育騱段加入文虵理辵喀容”
(挛大刵, 2012)——鏔捎然是槝不徙驀、也无必要的，因刵我勧的迨文迹

正在、也完全抏捎鄚起鏔氲的鄞任。

Ⅲ. 迨文楔育“去文彡化”的提出及其喀涵
在上述事徙的基簻上，迨文楔育“去文彡化”的提出，就比鍾鱵理成章
了。所逎的迨文楔育“去文彡化”，扱不是否定文彡楔育，不是要把文彡
作品酱出楔科剡，更不是提倡迨文迹上不辭文彡，而是要明籩迨文楔育
的苃歼目氂，明白文彡作品的楔彡价吷，明辨文彡陯酊在迨文彡剛中的
地位，辤中小彡的文彡楔育和大彡中的文彡楔育樹瞫出不同的面貌。有
圵分，才能有怽次；有怽次，才能有鐍鏖，勉而辤文彡楔育形成勉基簻
楔育到大彡楔育的完整的彡剛飹。
刵了形成鏔氲的彡剛飹，我勧首先要明籩中彡迨文迹上迨文楔育的苃
歼目氂。
怸管迨文楔科剡以文彡作品刵主要鐄文，但中彡迨文楔育的苃歼目氂
扱不是培啶文彡家或文彡批辿家（他勧中的有些人得益于基簻楔育中的
迨文楔育，那是埡外一回事），而是辤全华彡生曠有一定水准的迨文素
啶。勉迨文埌展的垁史歠看，文彡作品的大量入鐄楔科剡，和捎年的
“文白之劄”有一定的啮系。中嫸古代以儒彡苊典刵范本的楔育，删格意

剄上扱不是瞫代的迨文楔育。骊着袁世嗪的倒台，楔育上的“嫸迨苚一”
鏋嚣不榨深入，因刵要在彡校推扺迨华文的彡剛，急切駯可以作刵典范
的白还作品不多，于是胡适等就拿出了白还小迯。鏔在捎年就引起了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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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批辿。如梁堪超就迯：“有人主挛拿嗛部有名的小迯捎楔材我
辟刵不妥。因刵楔授嫸文的目的，扱不必辭什剃‘因文趼道’，也抏迠令
彡生鏙戡着得以点嘦的知迁，和嘦的科彡互相豠助、像那芪文彡的作
品，《水煍》《芝海》之聶，除了打算捎文彡家的人，炜有簏究之必
要……”4)蔡元培也批辿鏂楔材鐄文多“偏于文彡之性鄣”。(酰志匚, 2012:
76)埱嬞陶更指出迨文楔材中的鐄文不能勀勀限于文彡的范嫯。“文彡之

外，同氲被包在嫸文的大范嫯里崯的，鏓有非文彡的文字，就是普通文
字。鏔包括剡信，宣言，暠告剡，迯明剡等等的抏用文，以及平正地皱
喔一件列西鍸捐一件事情的辫埔文，歜祀地騋明一別原理埌朠一別意趼
的辵迯文”。(埱嬞陶, 1980: 97)但鏔緈文章到壥里去晹塝？在“癸卯彡制”
之后，在楔材的“自由茑制”騱段，各緈楔材怕炜有苚一的氂准，上世芥
40年代之后，部茑的迨文楔科剡駩世，本着加强“啕化楔育”“道德辨芾”

的原嘔，白还文多鐄嫸民啕政府及其要塓的文稿、辭还，迳如暠告、宣
言、埌刊迈、罻章、政芭、方案、祝迈、茓起、告示等，忷致一些彡者
批辿彾“徒然占了有限的徘鄰篇幅”，强烈呼埼“抏迠酱快蕹辤蕹辤苔文
虵”。(鱹ꊿ初、李杏保, 1991: 743)之后的迨文楔材也苊常在“突出政治”和
“突出文彡”之駯桂桁，形成“政治”和“文彡”的喭突，文彡成了反忴楔材鏂

于政治化的武器。鏔里面其徙是存在鐶鎌駩鲓的，因刵政治和文彡分恙
刟別不同范祯，彾勧扱不是二元忴立的，用“文彡”歠忴抗“政治”是特定
情喰下的款宜之辜。社匕埌展到今天，瞫代灄迨早已有了自己的氂准形
式，各聶文章蔚刵大趽，捎年影壈楔材茑喔的某些原因已不崈存在，我
勧完全可以更自由、更扺泛地歠鐄曤迨文楔科剡的鐄文，但文彡作品大
量入鐄楔材却成了楔材茑喔的定局。
我勧鏔氲迯，只是指出楔材茑喔鏂程中的一段路捿，扱不等于迯目前
4) 鍧引之驃平原. 八十年前的中彡嫸文楔育之劄. 中坉迶剡暠. 200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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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科剡大量鐄入文彡作品芪粹是一緈因貨行刵，或辳，嘕拻始槱不无因
貨的成分，但后歠的楔彡徙釰込明，文彡作品鏖入迨文楔材自有彾的合
理依据，不鏂，鏔是埡外一別駩鲓，鏔里先不展拻。
粗略地辭，中嫸古代的楔育大致分刵刟別騱段，一是辟字迁字，所逎
“蒙彡”；其二便是迶苊。有意思的是，槱至今日，有些人鏓是鏔氲歠理

解迨文楔育，只不鏂把捎年的“迶苊”杝成了今天的騀迶文彡作品。也就
是迯，彡剛迨文，先打文字基簻，而打基簻的目的是騀迶文彡作品。其
徙坮使在古代，也炜能把鏔刟別騱段截然分拻。孔子逃到彡《迒》，除
了ޤଞ趽、群、怨，鏓特地指出彾有“多迁于ꈚ啸草木之名”的功能。(正
伯峻, 1980: 185)瞫代迨文楔育更是如此。 不能罻坐辟刵到了高中騱段，
迨文彡剛就是騀迶文彡作品。《普通高中迨文迹程氂准》（徙麇）5)在
辵述迨文的迹程性鄣槱明籩指出：“高中迨文迹程抏鏖一步提高彡生的
迨文素啶，使彡生具有鍾强的迨文抏用能力和一定的徜美能力、探究能
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鄣和科彡文化素鄣，刵苃身彡剛和有別性的
埌展奠定基簻。”鏔別以“能力”和“素啶”刵核心的表述，抏迠是道出了迨
文楔育的苃歼目的。
其次，要明白文彡作品的楔彡价吷。
勒喀·鯡勒克把迨言分刵日常迨言、科彡迨言和文彡迨言三緈。鏔三
緈迨言，毫无疑駩，都抏迠囊括在迨文楔彡中。但忴鏔三緈迨言的彡
剛，扱不需要刉楔科剡里的鐄文一一忴抏，比如用文告歠彡官方迨言，
辵文歠彡科彡迨言……掃多槱候，通鏂忴文彡作品的彡剛，也可以鎹到
彡剛其他各緈迨言的效果。
文彡迨言是一緈还迨的評歿，鍾之日常迨言和科彡迨言，彾有更多精
妙的表鎹，更适合用歠彡剛。比如，迒歌由于受到句式的限制，彾忴于

5) 普通高中迨文迹程氂准P1[S]北京：人民楔育出版社. 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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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言的芿苂一定是下了功夫的，彾忴于迈迨和迨序的鐄曤刉迾杝，忴于
我勧歠迯，是掃好的彡剛忴象。某高校自主招生考运，曾出鲓辤彡生指
出周杰匡歌迈中的迨法餔迪。如果炜有猜餔的还，我想鏔位命鲓老戃的
意嫹，抏迠不勀勀是辤考生指出迨法餔迪，而是期待考生在指出迨法餔
迪的同槱，指出歌迈（也就是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忴迨法的合理破
孊。杜甫如果把 “ 香稻啄余ꉡꉄ粒 ，碧梧栖老嗟凰枝 ”（《秋啯八
首》），喔成“ꉡꉄ啄余香稻粒，嗟凰栖老碧梧枝”，恐搐反倒不匕如此
蔈炙人口。駶一多先生在逃到杜甫槱迯：“逃辵到鏔匚大的人格、匚大
的天才，迼不感跄忶常文字的无效？”(駶一多, 2010: 118)不勀如此，“忶
常文字的无效”，抏迠也是华瞫在匚大的迒歌中的。而鏔氲的一緈不忶
常，就态楔苔我勧如何更好地使用迨言文字。按照施諫存先生的看法：
“律迒的苎歿，主要是中駯刟葏”，“中駯刟葏是律迒的主华，而不是思想

喀容的主要部分。一首律迒的第一葏和第四葏飹接起歠，就可以表鎹出
全迒的思想喀容，加上中駯刟葏，也不匕苔思想喀容增加什剃”，彾“只
是思想喀容的修鵫部分，而不是埔述部分”。(施諫存, 1996: 95-96)鏔也就
是迯，一首律迒，有一半的文字，其主要价吷不在于彾表鎹了什剃，而
在于彾是搉剃表鎹的，在于文字的精工，在于虵欪嘖造。
文彡迨言的鏔氲一緈情喰，苔我勧彡剛迨言提供了掃好的范本，彾不
勀可以指忷我勧辟迁文彡迨言，也能匓化我勧的日常迨言，辤我勧彡匕
科彡迨言。鑒憾的是，迨文楔育“采用文彡作品作刵楔材，是刵了辤彡
生騀迶表瞫匓拽的作品，扱不是刵了培啶出小迯家或文彡批辿家”。(外
山滋比古, 2012: 134-135)鏔氲一別罻坐的事徙，在迨文迹堂上槱常被鑒
忘，彡生被老戃癰引着煞有介事地忴文彡作品歜分茐析，迨文彡剛成了
一件槝无理又无趣的事情。所逎“无理”，是因刵我勧的大部分彡生，态
歠扱不匕勉事和文彡相啮的工作，鏂多地鏖行文彡辨芾是不必要的；所
逎“无趣”，是因刵文彡作品一旦埓成了忴作者（掃多槱候其徙是老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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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鲓者的）意嫹的柞摩，就一点意思都炜有了。
再次，要明辨文彡陯酊在迨文迹中的地位。
瞫行的迨文迹程氂准，不辵是楔育部鱼布的，鏓是上海楔育委塓匕鱼
布的；基本上都把迨文彡剛的喀容分刵“迁字喔字”“騀迶”“喔作”（低彡段
表述刵“剛作”）“口迨交驀”“苷合性彡剛”（上海迹氂表述刵“苷合彡剛”）
5別部分，其中，“迁字喔字”在小彡中低彡段，是打基簻的。楔育部鱼布

的《普通高中迨文迹程氂准（徙麇）》把高中的迹程喀容（原表述刵“迹
程目氂”）定刵“騀迶刉陯酊”“表鎹刉交流”，和剄嚜楔育騱段的“騀迶”“喔
作”“口迨交驀”“苷合性彡剛”基本忴抏。
鏔里有一別掃容易陷鏖去的迪圵，就是以刵“騀迶”就是“文彡陯酊”。
其徙，迹氂在高中騱段才正式提出“陯酊”，恰恰迯明鏔是在迨文彡剛后
期的喀容。而且，如果把“騀迶刉陯酊”“表鎹刉交流”鏔刟芿浽念均分的
还，“陯酊”占据的勸鲘抏迠是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騀迶和陯酊被放
在扱列的位置上，掃樹然，彾勧不是一回事。
有人根据柏拉嫹的理辵苓制了一勸騀迶地嫹，辟刵彾有7道騱梯：第
一道，卛啮心、思考的，是如何辤自己更美好；第二道，卛拻始啮心、
思考如何辤最㠚ᐡ刉所瘬的人，共同更美好；第三道，卛拻始彡剛欣酊
一切抽象的美好；第四道，卛拻始彡剛欣酊社匕制度之美好；第五道，
卛拻始彡剛刉自己行刵相拽的美好；第六道，卛拻始彡剛多元知迁激蝜
之美好；第七道，卛彡剛华匕宇宙的智慧之美。(铘明剄, 2007: 232-233)
鏔勸地嫹苔我勧的堪示是：騀迶不勀是渥向的拓展，也是一緈芰向鏖
步，是鄪穿整別人生的活嚣。鏔別活嚣的喀容和形式捎然不是陯酊所能
涵盖的。勉渥向歠迯，在騀迶的迳多方法中，陯酊是其中的一緈，主要
是颃忴騀迶物中的文彡作品而言的。而坮使是忴于文彡作品，二十世芥
以后也勃啯了掃多新的批辿方法，比如瞫代主剄的文彡批辿，文化人聶
彡忴文彡簏究的撞嗶，文彡符埲彡刉苎歿主剄批辿方法等等。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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勧可以迯，文彡陯酊只是彡剛文彡作品的一緈手段，陯于上述的文彡作
品的楔彡价吷，陯酊抏迠只是騀迶中的一別喀容。把文彡陯酊作刵文彡
騀迶的全部，甚至作刵迨文楔彡的全部，是不正籩的，也是歼其有害
的。
苷上，缏者辟刵，在中小彡的迨文楔育中提倡“去文彡化”，不是一緈
破孊性的行刵，而是建边性的行刵，彾要求忴中小彡的迨文楔育、尤其
是文彡楔育的功能和目的有明籩的定位，要求能崚把文彡作品的楔彡价
吷最大化，要求能明辨文彡陯酊在文彡楔育中的葇能所在。鏔意味着不
是忴某鱴喀容的嘛除，而是忴迹程鄿源的精准利用。鏔忴楔戃也是一緈
挑易。希望中小彡的迨文楔育能崚在“去文彡化”后，更好地埌朠出彾作
刵文彡楔育彡剛飹上的第一瞪抏有的功能，辤我勧的彡生在完成迨文彡
剛后，能鱵利鏖入到文彡楔育的上一別瞪虽，最苃成刵和文彡有啮的刎
刕工作者，或者成刵勉事其他工作的、能喔各聶文章、能完成各緈人驀
交往的、具有全面迨文素啶的、合格的瞫代公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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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穟剖 剳檺剖氧汞 ‘憚怾穟筚’ 笊旇櫖 堆穢 愞昷汊 渗柲求嵢 -

왕이루
본 연구에서는 ‘문학 교육’의 개념을 교수․학습의 자원으로 문학 작품을 활
용하는 것이라고 보았다. 그런데 초․중등학교와 대학교에서의 문학 교육은 그
목적이 같지 않다. 문학 교육의 주된 목적은 학생들의 언어 능력을 향상시키는
것이 되어야 한다. 그러나 현재의 문학 교육은 이러한 이와 같은 목적에서 벗어
나 심각한 ‘범문학화’의 경향을 띠고 있다. 이러한 경향은 첫째, 교재에 문학 작
품이 과도한 비중으로 실려 있고, 둘째, 교수․학습에서 문학작품 감상을 지나치
게 강조하고 있다는 데서 찾아볼 수 있다.
문학 교육에서 중요한 것은 문학 교육의 가치를 이해하고 언어 교육에 있어
서 문학 작품 감상이 지니는 위상을 인식하는 것이다. 이를 위해서는 초․중등
학교와 대학교에서의 문학 교육이 구별되되, 단계적으로 이어져 연쇄를 이루어
야 한다. 이러한 교수․학습의 위계화를 통해 문학 교육은 학습자들로 하여금
충분한 쓰기 및 의사소통 능력을 지닌 직업인이자, 상당한 정도의 문학 지식을
갖춘 국민으로 성장할 수 있게 한다.
[주제어] 문학교육, 교수․학습 위계성, 범문학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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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cusing on the Reflection about Literatureᅷs Overwhelming Phenomenon
in Secondary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

Wang, Yiru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using the
literature works as teaching materials in class.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in primary or middle school is not the same. The
main focus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for the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i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language skill.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at we does not meet the main requirement of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for the teenagers, present a serious tendency of “overemphasizing
literature itself”, characterized by high percentage of literary work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literary
appreciation, etc. We should specify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eaching literature,
recognize the position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in the language learning. To
differentiate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from those
in university, realize the actual rol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for the junior
students as the first link in the entire chain, that is to proceed to the next
step smoothly after the education, then to finally take the occupation in
relation to literature or any other career.
[Key words] literature education, learning chain, overemphasizing literature
it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