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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例 >

Ⅰ. 文��育的定和功能

Ⅱ. 中��文中的“泛文�化”�象

Ⅲ. �文�育“去文�化”的提出及其�涵

Ⅰ. 文��育的定�和功能

�于“文��育”，�下�者的理解大致有四�：其一，�	文��育

是
美�育；其二，文��育是�以培�“文”能力	目的的�育相�

的、借助文�作品所施行的�育；其三，文��育是借助文�作品、采

用特定的��策略（如知人�世、以意逆志、�充想象、��涵泳等）

以培��生�取文本信息能力的�育；其四，是以上三��点的�合。

(�心科, 2012: 10-11) 我�得，文��育恐�不能��等同于
美�育，


美�育�于情意�域，而文��育兼涉�知和情意���域；其次，

把文��育�以培�“文”能力	目的的�育�立起 ，恐�也是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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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大� �文�育�究中心 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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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上的文��育"大程度上正是	了培��生的文能力(王

意如, 2012: 79)——#管目前有不少人�$一点�%是缺失的；再次，借

助文�作品 &行��，其目的也不''是培��生�取文本信息�能

力，()*+包括文素�1)所涵盖的各�能力。所以，我更愿意��

化地把“文��育”定,	!堂上以文�作品	�材的��活-。$�定

,.然是/,的，但0易于我1作更&一步的探2和�述。

�我1把文��育定,	!堂上的一���活-3，我1首先需要4

分的是：大�的文��育和中小�的文��育，(1所56的7任是不

一8的。大�的文��育主要在�9&行：一是以:究中;言文�	

<=的院系，如文�院、中文系；或者是涉及此>?容的院系，如�外

@�院、A播�院；二是面�除上述院系之外的�生BC的!程——

《大�文》。前一�院系所&行的文��育，是全面的、深入的，或

0全面、0深入的，(所&行的，是�文�本身的:究。而《大�

文》$D!程的目的，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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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定G，�得HI，利于J新；K能陶情�性，也能

提高LM力和N作水平。(徐中玉, 2001: 2)“O目P乃在提高大�生的品

格素�和人文精神”。(徐中玉, 2007: 2)而�于中小�生，文!程的定

位是“一D�Q言文字R用的S合性、TU性!程”。(中V人民共和;

�育部, 2012: 2)文��育在其中，重心也)*落T到W助中小�生�X

更好地R用言文字。由此可以看到，文��育Y然存在于大中小�

校，但(的功能却是有所不同的，Z中小�的基[�育，到大�的高等

�育，不\]的文��育)*是一^�Q_，Z�言文字的�QB

始，`a精深，`a<D化。作	�育工作者，)*充分�%到$^�

Q_上的每一�bc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Zd到尾一勺e。

1) 	于�文素
以及相	��，可�拙作. �文素
和�文��的素
. [M]上海：

文�出版社. 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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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中��文中的“泛文�化”�象

基于此，�我1把目光�准中小�;�育中的文��育3，我1I

f，"多情形下，我1gh有按照中小�i段文��育的特点 施�，

而是呈f出比0j重的“泛文�化”k向。主要表f	：

1. �fg“hi�j”

Z目前文�科l的m撰情n 看，基本都是o文式的（,p�育i

段的前q��段稍有例外），而且$些o文大多是文�作品。目前?地

使用的高中文�科l，主要有人民�育出版社、山r人民出版社、江

s�育出版社、tr�育出版社、文出版社、北u大出版社和Vru

范大�出版社出版的7套，收入!文680多篇（$�v字之所以不太精

w，是因	有3一篇!文下X有q�作品，+有!外��篇目等）。其

中，xy曲z、小{|}以及~事抒情�的散文占95%以上。可以{，

目前高中i段的文�材，基本是文��科l。

相比之下，初中文�科lo文中的文�作品的比例略低于高中。目

前?地使用的初中文�科l主要	湖北�育出版社、�春出版社、河

北大�出版社、北京u范大�出版社、人民�育出版社、江s�育出版

社和文出版社等7�。共收入!文960多篇（篇目��情n同上）。其

中，xy歌z、小{|}、童�寓言加上文言作品，有460多篇，差不多

半v。剩下的!文中，~事抒情�的散文占三分之一强。�>合起 ，

所占比例在65%以上，也超�了半v。

�科l中文�作品的大量存在，	文�育的“泛文�化”提供了基

[。一方面，(�f着�材om者的�%；�一方面，(也�定了�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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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A ��目���B ��目���C

�������

1.理解和掌握文中常�的文言��

和��的意和用法，掌握被�

句、��前置句等文言句式的特

点。

2.在掌握字�的基�上背��文。 
3.初步了解庄子的哲�思想及作品

�格，准�把握文章的思想�

容，�� 用寓言故事!理的"

法。

#累常�文言��：之、

以、而、于等；#累本文

出�的文言固定句式。

1.#累文中重要的

文言��、��及

句式。 

	�
���  

1.通$自%，培&和提高�生'%

和理解文言文的能力。 
2.培&�生初步()文言文的能

力。

2 .把握主旨，由庄子*

“大”+“小”、“多”+“少”

等*立,念的比-，初

步了解老庄思想中“价.

判/的相*性”的思想。

2.初步了解庄子的

思 想 及 作 品 �

格，0味庄子思想

的深刻含及�

�意。

�����

使�生1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的道理。

3.��本文形象!理的技

巧，02本文在�言表

3上的特色。

T施者（老u）和�育接受者（�生）���的行	。

2. ��的“泛文�化”

文�科l大量o用文�作品的事T，�"多人（包括老u和同�）

一���：似乎文�育（尤其是高中�育）其目的就是要培��生的

文�LM能力。"多�u�使h有$�想�，但在!堂��3却仍是按

此 &行C�和操作的。	了{明��，我1 看一篇!文的�案：

上海市高中��本�材第一�、�用本�材第三�、s�版�材必修

三都o用了庄子的《秋水》，我1看到$8三�不同的��目PC�：

(王意如主m, 2011: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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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C�的11^��目P中，有�文言文�本身的�Q有5

^（分�	��C�A知%目P的1、2；能力目P的1以及��C�B和C

的第一^），	v最多。$些目P都是面�文本的言形式的，目的是

W助�生�除文言��的障碍，)*{，$只是�Q《秋水》的准�。

那�，接下 的目P是什��？

ZC�看，"明.，是了解庄子的思想。$是三�C�都提到的，而

且��目PC�A的第三^：“使�生�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

理”，可以看作上述目P的延伸。也就是{，在三���C�的11^��

目P中，�于“了解文本所呈f的?容g接受其H示”的，占了4^，尤其

是��C�C，如果把疏通字y句看作是理解文本的准�，那�，�Q

《秋水》的目的只剩下一�：就是“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及作品�格，�

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及fT意,”。且不{�庄子的一篇《秋水》（+

是co），就想“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及作品�格，�味庄子思想的深

刻含,及fT意,”，$一��目的是否能�到，�使�到了，我1仍

可以追�：�道文!上�Q《秋水》的目的就'此一��？把$�目

P再�加梳理的�，“初步了解庄子的思想”和“�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

,”是一�的，也就是{，�生通��Q《秋水》，“初步了解庄子的思

想”，然后�着“�味庄子思想的深刻含,”；再&一步，就是�味(的f

T意,，也就是��目PC�A的第三^：“使�生�得‘山外有山，天外

有天’的道理”。$���的�程是�向的，只有一�聚焦点，就是思想

?容。$���目P�一�聚焦点，是初步了解庄子的作品�格。$明

.是�于文�LM的。"多文�作品&入!堂后，往往就X被C�成$

8的模式：思想?容+文�LM。如上所述，$是《大�文》的!程

定位，�9在基[�育i段的�生 {，�于言表�的�Q，$最重

要的一点，恰恰是��目PC�中最缺少的。��目PC�C�中完全

h有�f。那�，是不是文�作品、尤其是古代文�作品，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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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言表�起��作用�？�然不是。��目PC�A的“�QR用寓

言故事{理的N法”和��C�B的第三^“�Q本文形象{理的技巧”，

都 明不是!文h有提供$方面的可能性，而是我1忽略了。我1{的

“忽略”，不'包括¡底的¢忘（如��目PC�C），也包括�予的重£

不¤（如��目PC�A和��目PC�B），(被放置在和文�LM混

	一�的表�中。如��目PC�A，不'把“�QR用寓言故事{理的

N法”放在“初步了解庄子的哲�思想及作品�格，准w把握文章的思想

?容”一起，+明w提出“培��生初步LM文言文的能力”；��C�B

也是，把“�Q本文形象{理的技巧”和“�X本文在言表�上的特色”

放在一起。

根据以上分析，我1可以{，�文�作品&入!堂的3候，我1�予

的�注主要在于文本?容的呈f以及文�LM，而�(可以提供�我1

的言文字表�上的助益，是注意不¤的。按照f代!程�的�点：

“不深化�Q者的世界�，不培���解�能力�自信地掌握知%的能

力，就不是¥正的�Q。掌握知%、I展能力、形成¦度，三者的�一

Tf，才§得上是‘�Q’”。(¨H泉, 2006: 440)在文��中，相比“掌握

知%”和“形成¦度”，“I展能力”是最缺乏的。如上面所{的!例，©近

半v的��目P是ª着文言知%的，不�看出，我1�“知%点”的重£

始«不懈，$固然是文�Q中"重要的?容，但是，我1��文言文

又是	了什�？�然是	了“I展能力”，I展文能力，但目下E明.

地k向于文�LM能力，如��目PC�B中提到的“�X本文在言表

�上的特色”， ��目PC�A和C中提到的了解庄子的作品�格等。而

�于提高�生R用言文字的能力，以及文�LM之外的其他能力，如

分析S合、If��等¬�，基本是忽£的。�于文��忽£言文

字�Q的情n，著名文特�u金志浩老u也"感慨，他®例{，像

《六;�》2)$8的文章，在立�上有"多可以�Q的地方，比如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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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始{：“六;破¯，非兵不利，°不善，弊在±秦。±秦而力²，破¯

之道也。或曰：六;互³，率±秦耶？曰：不±者以±者³，盖失强

援，不能´完。故曰：弊在±秦也。”Z“或曰”B始，就是非常精彩的�

µ，可惜我1都忽略了。3)

而且，不'是在中;，在日本，�定“;文��育才是¶良�育方

式的似乎已成	A�，至今仍然牢不可破，也h有人就此提出反省”(外

山滋比古, 2012: 134)。而T·上，��的提出，也就是反省的B始。{

明在日本，已¸B始有�者在&行$方面的反思。(外山滋比古, 2012)

文��中出f的泛文�化的k向，¹致我1有了文�育“去文�

化”的想法。但是，$g不等于{，我1�	文��育是无用的——在2

���的3候，最可�的就是非此�彼的二元�立思F：º{在知%¸

»3代，�XR用知%甚至比掌握知%更重要，立¼就X有人反½{：

不掌握知%¾�能R用？º{文�育不)�于文�化，也立¼X有人

反½{：母�育¿有不�文�作品的？——事T正相反，我1�	文

��育是具有�其重要的作用，(不'�f在�Q言表�、接受健康

的情感¦度价À�和培�文�Á趣及LM能力等方面，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Â有全民性。因	在f代社X中，“人1q乎每天都XÃt播、看

Ä£、上Å、�l。#管面Æ各方面fT�利益的Ç惑，不少人仍然保

有��文È作品的QÉ”。$�大Ê化的
美活-，需要有一定的文化

基[，而文�育中的文��育就5�着$方面的任p。我1不指望普

通�者在�完一本小{后能做出精到的Ë价，但至少不能Ìf代公民在

ÍÎ后只想着昨天Ä£}里那��ÏÐÑ的人今天不知道有h有�婚。

他1)*有更多一点的文�知%、更高一点的欣M品位和更好一点的欣

M眼光。据此，有人�	：“文È理�不'是大�中文系文��育�系

2) 此文入����、�人版、��版高中�文�科�。

3) 金志浩. 在上海市曹�二中�文���究室成立�式上的��.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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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D重要!程，也是公共性的文�知%和文���思F方式的A

播、培�的Ò源。”建Ó“在中�乃至,p�育i段加入文È理�?容”

(�大	, 2012)——$�然是K不T·、也无必要的，因	我1的文!

正在、也完全)�6起$8的7任。

Ⅲ. �文�育“去文�化”的提出及其�涵

在上述事T的基[上，文�育“去文�化”的提出，就比0Ô理成章

了。所Õ的文�育“去文�化”，g不是否定文��育，不是要把文�

作品Ö出�科l，更不是提倡文!上不×文�，而是要明w文�育

的«�目P，明白文�作品的��价À，明辨文�LM在文�Q中的

地位，Ì中小�的文��育和大�中的文��育.f出不同的面貌。有

4分，才能有�次；有�次，才能有�&，Z而Ì文��育形成Z基[

�育到大��育的完整的�Q_。

	了形成$8的�Q_，我1首先要明w中�文!上文�育的«

�目P。

#管文�科l以文�作品	主要o文，但中�文�育的«�目P

g不是培�文�家或文�批Ë家（他1中的有些人得益于基[�育中的

文�育，那是�外一回事），而是Ì全��生Ø有一定水准的文素

�。Z文I展的Ù史 看，文�作品的大量入o�科l，和�年的

“文白之Ú”有一定的�系。中;古代以儒�¸典	范本的�育，j格意

,上g不是f代的文�育。Û着袁世Ü的倒台，�育上的“;�一”

R-不]深入，因	要在�校推t�文的�Q，急切\可以作	典范

的白�作品不多，于是胡适等就拿出了白�小{。$在�年就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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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批Ë。如梁H超就{：“有人主�拿q部有名的小{��材我

�	不妥。因	�授;文的目的，g不必×什�‘因文Ý道’，也)*令

�生ÞÂ着得以点�的知%，和�的科�互相�助、像那ß文�的作

品，《水à》《áâ》之�，除了打算�文�家的人，h有:究之必

要……”4)蔡元培也批Ë��材o文多“偏于文�之性ã”。(ä志å, 2012: 

76)æç陶更指出文�材中的o文不能''限于文�的范è。“文�之

外，同8被包在;文的大范è里d的，+有非文�的文字，就是普通文

字。$包括l信，宣言，é告l，{明l等等的)用文，以及平正地ê

N一件r西ëì一件事情的í~文，^î地ï明一�原理Ið一�意Ý

的�{文”。(æç陶, 1980: 97)但$�文章到¿里去ñ�？在“癸卯�制”

之后，在�材的“自由m制”i段，各��材òh有�一的P准，上世ó

40年代之后，部m的文�科l�世，本着加强“ô化�育”“道德õö”

的原E，白�文多o;民ô政府及其要÷的文稿、×�，¬如é告、宣

言、I刊y、�章、政ø、方案、祝y、ù起、告示等，¹致一些�者

批Ë(“徒然占了有限的úû篇幅”，强烈呼ü“)*Ö快ýÌýÌ�文

È”。(þ�初、李杏保, 1991: 743)之后的文�材也¸常在“突出政治”和

“突出文�”之\��，形成“政治”和“文�”的ª突，文�成了反��材�

于政治化的武器。$里面其T是存在����的，因	政治和文�分�

��不同范�，(1g不是二元�立的，用“文�” �抗“政治”是特定

情n下的�宜之�。社XI展到今天，f代@早已有了自己的P准形

式，各�文章蔚	大�，�年影��材mN的某些原因已不	存在，我

1完全可以更自由、更t泛地 o
文�科l的o文，但文�作品大

量入o�材却成了�材mN的定局。

我1$8{，只是指出�材mN�程中的一段路�，g不等于{目前

4) �引之�平原. 八十年前的中��文�育之�. 中��� . 200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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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l大量o入文�作品ß粹是一�因�行	，或，�B始3不无因

�的成分，但后 的��TU 明，文�作品&入文�材自有(的合

理依据，不�，$是�外一���，$里先不展B。

粗略地×，中;古代的�育大致分	��i段，一是�字%字，所Õ

“蒙�”；其二便是�¸。有意思的是，3至今日，有些人+是$8 理

解文�育，只不�把�年的“�¸”�成了今天的��文�作品。也就

是{，�Q文，先打文字基[，而打基[的目的是��文�作品。其

T�使在古代，也h能把$��i段截然分B。孔子Ï到�《x》，除

了���、群、怨，+特地指出(有“多%于��草木之名”的功能。(�

伯峻, 1980: 185)f代文�育更是如此。 不能���	到了高中i段，

文�Q就是��文�作品。《普通高中文!程P准》（T�）5)在

�述文的!程性ã3明w指出：“高中文!程)&一步提高�生的

文素�，使�生具有0强的文)用能力和一定的
美能力、探究能

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ã和科�文化素ã，	«身�Q和有�性的

I展奠定基[。”$�以“能力”和“素�”	核心的表述，)*是道出了

文�育的«�目的。

其次，要明白文�作品的��价À。

勒?·�勒克把言分	日常言、科�言和文�言三�。$三

�言，毫无疑�，都)*囊括在文��中。但�$三�言的�

Q，g不需要��科l里的o文一一�)，比如用文告 �官方言，

�文 �科�言……"多3候，通��文�作品的�Q，也可以�到

�Q其他各�言的效果。

文�言是一��的��，0之日常言和科�言，(有更多精

妙的表�，更适合用 �Q。比如，x歌由于受到句式的限制，(�于

5) 普通高中�文!程"准P1[S]北京：人民�育出版社. 2003.04.



��������	
   507

言的��一定是下了功夫的，(�于y和序的o
���，�于

我1 {，是"好的�Q�象。某高校自主招生考�，曾出�Ì�生指

出周杰�歌y中的法��。如果h有猜�的�，我想$位命�老u的

意�，)*不''是Ì考生指出法��，而是期待考生在指出法�

�的同3，指出歌y（也就是x）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的合理破

�。杜甫如果把“香稻啄余��粒，碧梧栖老�凰枝”（《秋Á八

首》），N成“��啄余香稻粒，�凰栖老碧梧枝”，恐�反倒不X如此

 炙人口。!一多先生在Ï到杜甫3{：“Ï�到$å大的人格、å大

的天才，"不感�#常文字的无效？”(!一多, 2010: 118)不'如此，“#

常文字的无效”，)*也是�f在å大的x歌中的。而$8的一�不#

常，就©��我1如何更好地使用言文字。按照施$存先生的看法：

“律x的��，主要是中\�%”，“中\�%是律x的主�，而不是思想

?容的主要部分。一首律x的第一%和第四%_接起 ，就可以表�出

全x的思想?容，加上中\�%，也不X�思想?容增加什�”，(“只

是思想?容的修&部分，而不是~述部分”。(施$存, 1996: 95-96)$也就

是{，一首律x，有一半的文字，其主要价À不在于(表�了什�，而

在于(是¾�表�的，在于文字的精工，在于È'J造。

文�言的$8一�情n，�我1�Q言提供了"好的范本，(不

'可以指¹我1�%文�言，也能¶化我1的日常言，Ì我1�X

科�言。¢憾的是，文�育“采用文�作品作	�材，是	了Ì�

生��表f¶(的作品，g不是	了培�出小{家或文�批Ë家”。(外

山滋比古, 2012: 134-135)$8一���的事T，在文!堂上3常被¢

忘，�生被老u)引着煞有介事地�文�作品^分*析，文�Q成了

一件K无理又无趣的事情。所Õ“无理”，是因	我1的大部分�生，©

 g不XZ事和文�相�的工作，�多地&行文�õö是不必要的；所

Õ“无趣”，是因	文�作品一旦+成了�作者（"多3候其T是老u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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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的）意�的,摩，就一点意思都h有了。

再次，要明辨文�LM在文!中的地位。

f行的文!程P准，不�是�育部-布的，+是上海�育委÷X-

布的；基本上都把文�Q的?容分	“%字N字”“��”“N作”（低�段

表述	“Q作”）“口交·”“S合性�Q”（上海!P表述	“S合�Q”）

5�部分，其中，“%字N字”在小�中低�段，是打基[的。�育部-布

的《普通高中文!程P准（T�）》把高中的!程?容（原表述	“!

程目P”）定	“���LM”“表��交流”，和,p�育i段的“��”“N

作”“口交·”“S合性�Q”基本�)。

$里有一�"容易陷&去的�4，就是以	“��”就是“文�LM”。

其T，!P在高中i段才正式提出“LM”，恰恰{明$是在文�Q后

期的?容。而且，如果把“���LM”“表��交流”$��.念均分的

�，“LM”占据的/0)*是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和LM被放

在g列的位置上，".然，(1不是一回事。

有人根据柏拉�的理�1制了一/��地�，�	(有7道i梯：第

一道，º�心、思考的，是如何Ì自己更美好；第二道，ºB始�心、

思考如何Ì最���所Ñ的人，共同更美好；第三道，ºB始�Q欣M

一切抽象的美好；第四道，ºB始�Q欣M社X制度之美好；第五道，

ºB始�Q�自己行	相(的美好；第六道，ºB始�Q多元知%激2

之美好；第七道，º�Q�X宇宙的智慧之美。(3明,, 2007: 232-233)

$/地��我1的H示是：��不'是4向的拓展，也是一��向&

步，是5穿整�人生的活-。$�活-的?容和形式�然不是LM所能

涵盖的。Z4向 {，在��的¬多方法中，LM是其中的一�，主要

是6���物中的文�作品而言的。而�使是�于文�作品，二十世ó

以后也勃Á了"多新的批Ë方法，比如f代主,的文�批Ë，文化人�

��文�:究的撞7，文�符8����主,批Ë方法等等。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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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文�LM只是�Q文�作品的一�手段，L于上述的文�作

品的��价À，LM)*只是��中的一�?容。把文�LM作	文�

��的全部，甚至作	文��的全部，是不正w的，也是�其有害

的。

S上，µ者�	，在中小�的文�育中提倡“去文�化”，不是一�

破�性的行	，而是建C性的行	，(要求�中小�的文�育、尤其

是文��育的功能和目的有明w的定位，要求能¤把文�作品的��价

À最大化，要求能明辨文�LM在文��育中的9能所在。$意味着不

是�某>?容的:除，而是�!程;源的精准利用。$��u也是一�

挑°。希望中小�的文�育能¤在“去文�化”后，更好地Ið出(作

	文��育�Q_上的第一b)有的功能，Ì我1的�生在完成文�

Q后，能Ô利&入到文��育的上一�bc，最«成	和文�有�的<

=工作者，或者成	Z事其他工作的、能N各�文章、能完成各�人·

交往的、具有全面文素�的、合格的f代公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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왕이루

본 연구에서는 ‘문학 교육’의 개념을 교수․학습의 자원으로 문학 작품을 활

용하는 것이라고 보았다. 그런데 ․ 등학교와 학교에서의 문학 교육은 그 

목 이 같지 않다. 문학 교육의 주된 목 은 학생들의 언어 능력을 향상시키는 

것이 되어야 한다. 그러나 재의 문학 교육은 이러한 이와 같은 목 에서 벗어

나 심각한 ‘범문학화’의 경향을 띠고 있다. 이러한 경향은 첫째, 교재에 문학 작

품이 과도한 비 으로 실려 있고, 둘째, 교수․학습에서 문학작품 감상을 지나치

게 강조하고 있다는 데서 찾아볼 수 있다.

문학 교육에서 요한 것은 문학 교육의 가치를 이해하고 언어 교육에 있어

서 문학 작품 감상이 지니는 상을 인식하는 것이다. 이를 해서는 ․ 등

학교와 학교에서의 문학 교육이 구별되되, 단계 으로 이어져 연쇄를 이루어

야 한다. 이러한 교수․학습의 계화를 통해 문학 교육은 학습자들로 하여  

충분한 쓰기  의사소통 능력을 지닌 직업인이자, 상당한 정도의 문학 지식을 

갖춘 국민으로 성장할 수 있게 한다.

[주제어] 문학교육, 교수․학습 계성, 범문학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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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cusing on the Reflection about Literatur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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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