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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文艺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

周奕希

(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面对高等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文艺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必须调整思路，走

出学院化知识的圈子，更好地将该课程的理论性与专业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和综合性结合起来，从适应培养

方案、调整课程结构、完善教学内容、优化实践教学、拓宽考评渠道等五个方面反思其整体方向与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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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aching Ｒeform of Literary Theory Course Based
on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ZHOU Yi-xi
(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205)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alented training program of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in the normal college，the reform
on literary theory course teaching must adjust its original plan and get out of the college knowledge teaching model
and more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courses with the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talented training． Be-
sides，it is a great necessity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and specific methods of the reform through five channels inclu-
ding the adapt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course structure adjustment，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greater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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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文艺
学作为基础性理论课程，对研习其他文学课程，培
养学生文学价值观和建立知识能力结构，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高等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
业的人才培养，文艺学理论课程的重要性延伸到
职业培训这样的实用领域，延伸到文化素质养成
这样的综合领域。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必须调整思
路，走出学院化知识的圈子，突出满足专业建设需
要的应对能力，增强理论课程服务职业型、文化型
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适应能力。

从目前教材建设来看，国内已出版几种针对
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理论基础教材，如姚文放、赵
慧平、王确等人出版的几种文学概论教材，均是小
学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基础系列教材之一［1］，但

对于文艺学理论课程而言，这仅仅在具体课程上
做了一定的尝试，而其他相关的文艺学理论课程
大多使用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并没
有明显的专业特色。以管窥豹，文艺学理论课程
以群像展开的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并不
完善，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因此，综合考量文艺
学理论课程对小学教育专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整体反思该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
该课程群摆脱学院派纯理论建设瓶颈，适应师范
院校人才职业发展、综合发展需求的初步尝试。

一、适应培养方案，寻找课改契点

国内培养小学教育专业人才的高等师范院
校，大多制定出定向于服务基础教育，定位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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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为例，在“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培养高素质小
学师资为主的特色鲜明、湖南领先、全国知名的教
学型本科师范院校”［2］的办学理念下，该院经历
了由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到本科层次小学教师
培养的成长道路，逐渐摸索出本科阶段小学教师
培养目标，即“培养面向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综合
素质优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用型、技
能型小学教师”［3］。在这个目标下培养出的一线
小学教师，既要具备小学教学、教育及管理的职业
素养，又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文化与艺体
的综合素质。这实际上就是职业型、文化型相结
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从培养目标看，社会对小学教育专业学生
呈现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小学教育专业文
艺学理论课程的改革也迎来更大的契机。根据
自己的学科特点，小学教育专业必然要突破传
统汉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的限制，打破一般师范
类及普通综合类院校的模式，向实用性、专业型
和开放性、素质型过渡，使学生在研习理论课程
时，除了理性思辨的培养，理论体系的消化，还
要适应复合型小学教师培养模式，从课程结构、
教学内容、实践方法、考评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
改革，走出学院化理论知识教学的旧框，突出对
新问题、新领域的应对能力，探索合理科学的文
艺学课程教学的具体途径。

二、调整课程结构，培植特色课程

文艺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二级学科，担负
着传授文学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文艺
观念、训练学生理性思辨能力和创作鉴赏文本等
任务。小学教育专业的文艺学理论课程同样肩负
着传授基础文学理论的任务，但基于有特色的复
合型小学教师培养目标，与普通高校同名课程存
在着差异，需要在讲授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调
整课程的结构，培植具有职业特色和人文特色的
文艺学理论课程，彰显其独特地专业价值，以及面
对小学教师培养的适应能力。

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例，文学概论、中西方
文论是必修的基础课程，从课程设置上来看与其
他普通院校无异。而美学课程在以往都是文艺学
限选课程，学院将其与小学教育教学联系起来，开
设了“小学美育”这样的特色课程，这种适度改良
是创新性的尝试，开辟出一块小学教育教学研究
的新领域。该课程明确小学美育的专业定位，建
构包括接受论、主体论、过程论、环境论等全方位
的课程体系，秉着实践性、审美性、师范性的原则，

架设起完整理论体系与小学教育职业实践之间的
桥梁，探索诸如小学生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活动的
特点、小学教师的美育角色、小学各科教学的美育
功能以及授课教师的审美修养等问题，为培养职
业型、文化型相结合的复合型小学教师提供理论
课程的实际支撑。

结合教学实践和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实际情
况，对文艺学课程体系作这种结构性调整实属必
要。循着“小学美育”课程改革的思路，文艺学其
他理论课程也可以进行有效调整。如文艺心理
学，可以适当简化基础知识结构，选择有专业依据
的针对性知识要点，与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挂
钩，探寻小学教学中创作与阅读文本的心理学特
征，从而加强理论课程的职业化储备和人文素质
培养。写作学课程除了讲授写作主体素养、写作
客体要素、写作文体技法等基础理论之外，应挖掘
写作技能实践，归纳多样化的训练活动，开辟与学
术论文写作和小学教师职业写作相关的专题，助
推文艺学理论课程适应小学教师培养目标的整体
框架建设。

三、整合教材优势，完善教学内容

纵观目前的教材建设，包括普通高校通行文
艺学教材与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编写的文艺学教
材，还是存在偏重体系化和缺乏职业针对性等不
足，因而有必要兼顾体系化与专业化双重特点，进
一步完善文艺学理论各级课程的教学内容。高校
通行教材往往从宏观的角度建构理论课程严密而
庞大的体系，强调体系的完整与内容的系统，强调
“本质化”，内容上出现“哲学化”倾向，整个体系
从理论到理论，不免艰涩。但作为理论课程，这种
教材表现出理论的严整性和逻辑性，有利于学生
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的养成，这是其明显的
优势。而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的文艺学教材，主要
围绕“文学概论”展开，并未辐射到其他相关理论
课程，单就文学概论的教材来说，它们减少了纯粹
理论阐述的份额，降低了理论教材的阅读难度，更
有针对性的建立理论知识框架，将传统型知识要
点、前沿知识导入与职业一线的专业知识结合起
来。这是其突出的优势。

如果仅就“文学概论”而言，我们能比较轻松
地整合两类教材的优势，完善教学内容，既保证理
论课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又以前瞻性的眼光完
善理论课程的实用性，满足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目
标下职业素养培养和文化素养培养的需要。具体
来说，“文学概论”课的教学内容可以紧扣小学教
师文学鉴赏与文学创作的能力培养，提高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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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指导能力，并增设“儿童文学概论”这一极
具专业针对性的章节，以精深理论与批判眼光架
设理论知识与特色专业的桥梁。这在目前的文学
概论教材里还未出现，只是在“儿童文学”这个新
的研究领域里涉及到，以一种“史”的眼光梳理儿
童文学的发展情况，这种研究缺少开阔厚重的文
艺学理论背景，也不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条件，难
以从理论的高度俯视整体儿童文学现象，概括儿
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这是一块亟待开
垦的责任田。

文艺学理论其他课程也应该尝试将传统理论
体系与实用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中增
加针对小学教师文学教育水平与教学科研能力的
实用知识，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粘合度，在强化学生
职业意识的同时，打破封闭的理论体系，融入人文
审美因子，培育学生情感性、体验性、形象性的审
美感知，实现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像文学批评
课程，无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还是 20 世纪以
来西方前沿性文学批评理论，都是纯理论的，将这
种艰深的理论知识全盘灌输给小学教育专业的学
生，并不具有适应性，大多学生都感到枯燥无味、
艰涩难懂。如果将中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小学语
文教学联系起来，为小学语文教材与课外阅读文
本提供科学实用的文学批评依据，一定会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的热情，并为培养合格
的小学语文教师做出具体贡献。如果将 20 世纪
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流派带入到对当下各种文化
现象的解读，像 80 后写作、网络小说、青春类小
说、手机文学、超文本等青年学生关注和喜爱的现
象，当然能拓展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关注当下、批
评当下的能力。

四、摸索教学方法，优化实践教学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文艺学
理论课程改革除了从整体着眼设置课程结构和调
整教学内容，从具体操作方法上也要有规划与统
筹。上述事实说明，针对小学教师培养的文艺学
理论课程应该从细节上寻找一致而有效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的主格调就是: 淡化理论哲学化色彩，

优化实践“文本化”途径［4］。
在诸多教研资料中，人们常常提出具有操作

性的教学方法，并集中于辅助理论阐释这一定位。
像互动式教学与多样性教学，体现出调动学生自
主意识与综合使用教学手段这两种最基本的革新
思路。纠其根本，在于冲淡理论形而上思辨的哲
学化色彩，淡化高密度、体系化理论讲授形式，作
出立足于课程特点的适应性变通。传统的讲授形

式将抽象而系统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确实给
学生一种鸟瞰全貌的高度，严密而富有逻辑性。
但由于教师掌握学生情况的误差、学生们知识结
构本身存在的差异以及功利性学习态度，这种教
学形式弊大于利，严重抹杀师生双方的积极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自身、抛弃理论，因为从
文艺学学科萌芽开始，理论就是其得以独立存在
的基石，特别是 20 世纪理论作为独立地位的出
现，文艺学课程大多成为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诊断理论课程症候之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顺应
时代发展与专业特色，探索实践教学的根本方式，

即实践教学“文本化”道路。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中明确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
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成了公认的
出路，而“文本化”实践教学则是对众多具体细致
的教学方法的提炼和统领。文艺学理论课程的重
点不再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是教授如何接受和解
读文本，围绕众多形式的文本展开基础批评、古代
文论批评、西方现代派批评、文艺心理学批评、哲
学美学批评等多样化批评路径。弗莱《批评的解
剖》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 “教授常常感到很难去
教授文学，因为事实上这是很难办到的，能直接教
给学生的只是文学批评。”［5］小学教育专业的文
艺学理论课程需要在文本选择、批评样式、难度把
控、比重分配等方面做出有效调整。

首先在文本选择方面，从小学语文课本、儿童
文学作品中精选文本，注重文艺学理论对这些文
本的涵盖事实。其次是批评样式，一般而言，实践
教学中的具体形式都追逐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
的实际效果，诸如分组讨论作品、集体研究专题、
辩论不同立场、一人一份读书笔记、原创作品鉴赏
会议、情景教学模拟等形式，都较好地接触文本、
批评文本，教师在展开实践教学活动时，注意引导
学生拓宽批评思路、正确选择批评视角。再次就
是难度把控上，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职业角色意
识与文化视野的程度都是有限的，教师提前评估
文本深度、批评方法的难度、学生对实践活动方案
的理解程度、方案的可行度，在实践活动的进行
中，也要及时判断进展的效果值，作出适度调整。
最后在比重分配方面，根据文艺学学科各门理论
课程的不同性质及其所处的学科结构点来设计具
体方法，注意调试好各课程实践教学“文本化”的
均衡性和合理性。既要尊重该学科本身的共同性
质，又要体现不同课程的特殊要求。只有切实开
展这些方面的实践教学，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理
论与文本素养，为其承担小学教学的责任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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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与综合视野的双重保障。

五、拓宽考评渠道，更新操作方法

考核与评价从目标上制约着教学工作开展的
形式与内容。目前文艺学理论课程教学质量评
价，无论是针对教师的教学评价，还是针对学生的
考核设计，都比较单一，难以覆盖教师、学生群体
内每个个体教与学的效果值。科学合理的考评方
式对任何教学改革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重要支
持。有人曾提出:“应该明确的是，评价方法本身
会对实践性教学效果产生重要影响。”［6］这是光
从实践性教学来谈的，若辐射到理论课程的整体
教学效果，也是成立的。因此，探索丰富的教学评
价方式，拓宽教学考评渠道，建立教学质量体系中
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也是教学改革的具体途径
之一。

先就教师方面而言。学生网上评教是主要的
教师评价渠道，学生评教过程中暴露出诸如认识
不到位、主观随意性强以及评价体系本身不完备
等问题［7］。拓宽教师教学评价的渠道，应该会缓
解这些问题。比如将教师发表的教育教改论文纳
入教学工作量进行考核，将学生通过实践性教学
获奖或发表的调查报告、原创作品或评论文集计
入教师的考评系统，或者将教师在课堂内外带领
学生开展的教学科研活动也计入教师的工作量或
作为跨越学生网上评教直接给予良好以上评价的
重要条件。诸如上述教师教学考评方式的增加，

可以改善目前单一的学生评教带来的平均分困
惑，还有教学督导评教带来的权威压力，用更科学
合理的量化形式调动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的积极
性，让教学研究工作在教师工作评价体系中找到
合适的位置。教师的身体力行能最大程度地影响
学生师范技能与综合素质养成，能从评教方面进
行改革，实际上就是解决教师教学的根本动力
问题。

就学生方面来说，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三七开的设置是高校里普遍实行的学生考核方
式，平时成绩的评定一般包括出勤率、课外作业、
课堂表现等评价因素。文艺学理论课程改革必须
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有效的方案，即制定出全面体
现学生职业素养储备能力与相关综合人文素质养
成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评估体系，打破期中作业、
期末论文、期末考试等固定而缺乏个性的考核模
式，细致的设定贯穿于教学活动全过程且普及全

体学生的评价方法、步骤和应变方案，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对学生能力与素养提高而不是知识积累的
考核目标。学生自然也会在公平客观的评学体系
中提高学习热情，有效改善自己的学习方法，加强
技能学习的能力，更全面的培养自身的人文综合
素养。

具体而言，教师应该认真记录每个学生在教
学全过程中的表现，实行专项评分，也可将此部分
评分适当分解到各个教学小组，由小组共同评分
和互相评分，小组长核分，最后汇总到教师; 严格
控制平时成绩的等级分布，合理安排不同等级的
人数比例，不当和事佬，不打人情分，让学生切实
看到教学考评的公正与客观。与实体课堂同步的
是网络课程建设，教师把课程简介、教学大纲、教
学日历、教学教案、教学课件、参考书目、学术动
态、习题精选、学生作品等上传到网站中，从理论
知识到实践教学，从自学到讨论，从单方面的传授
到多方的交流探讨，全面构建配合课堂教学的网
络系统，并定期更新。切实把理论的学习与人才
的培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小学教育教学的育人
目标。

综上所述，有针对性地开展小学教育专业文
艺学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必然要明确专业培养的
基本方向和主要特色，继而探寻有效培养专业人
才的具体教学途径，这样的教学改革才更具有实
践与探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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