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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教育功能观论略

●纪大海

　　汉语文教育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 且这功能和

价值具有多层复合性, 正因如此, 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

的汉语文教育功能观和价值观。汉语文教育功能观之

争由来已久。上至古代有 “文”与 “道”之争, 下至现

代有 “功利本位”与 “人文本位”之争。古代 “文道”

之争, 古人已达成共识, 即 “文道统一”。今人之争, 实

际上是历史上文道之争的延续, 然其有了新的时代内

容。此争论目前虽有了主流倾向, 但尚未臻于共识。

功利本位与人文本位, 是笔者根据论争者意见提

出的, 与论争者的诸多具体提法有所不同。功利本位论

者强调把语言教育的功利放在首要地位, 把学生对汉

语的听说读写水平和能力作为语文教育追求的根本目

的, 突出语文教育的工具价值。在此前提下, 他们一般

不反对语文教育的人文价值, 甚至也十分强调语文教

育的教化作用。人文本位论者则认为语文教育的最大

功用在于教化, 最大价值在于弘扬人类和民族的优秀

人文精神, 培养学生健康人格和入世精神。在此前提

下, 他们一般也不反对语文教育的功利追求和工具价

值, 甚至认为人文精神传递的前提是对语言工具的掌

握。

两种功能观之争, 并非始于今日, 其可追溯至本世

纪二三十年代。陈启天先生于 1920 年撰文将国文教授

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 其主目的为: ( 1) 能说普通

言语; ( 2) 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 ( 3) 能

作现代应用文。其副目的为: ( 1) 启发思想, 锻炼心力;

( 2) 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 显然, 主目的是功利的,

副目的是人文的, 理属功利本位。虽然陈先生也强调主

副目的不可偏废, 但既有主副之分, 自然也就是定出了

主次地位。胡适先生曾提出国文教学四条理想标准, 这

四条标准概略地讲就是: 能表达思想, 能看平易古书,

能作文法通顺之文, 能有懂得古文学之机会。其后, 胡

先生将四条标准改为三条标准 , 内容稍有变化, 但无大

更动 。可见, 他亦属功利本位论者。持此种观点的还

有周谷城、周振甫等人。与此相对, 叶绍钧、沈百英、

朱文淑等人则带有明显的人文本位倾向。叶绍钧先生

曾撰文指出: 有一种谬误观念, 便是轻视文字内容和表

出方法, 仿佛学习国文的目的, 至能读能识能讲能写而

止, 须知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 沈百英先生

对此更有明确意见, 他认为: 国语科的重大使命, 是否

专在教授生字? 回答当然是 “否否”, 它的主旨在于介

绍儿童文学, 开发儿童的想象, 描写动物的生活, 充分

涵养他们的美感。 其实, 这种论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

从未停息过。由于论争者都是些高涵养者, 他们的观念

和意见大抵都是深思熟虑、立意较高的产物; 又由于他

们大多是中小学国文教育的成功实践者, 其观念和意

见多是实践之感悟、成功之体验。因此, 对他们的论争

孰优孰劣、孰高孰下, 一时难分伯仲。

今人之争, 虽然较之本世纪前半期的论争有较大

差异, 但万变不离其宗, 仍然始终围绕功利本位和人文

本位展开。1997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汉语文

教育研讨会, 对古今汉语文教育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

全方位的审视和总结, 尤其对汉语文教育的功能观和

价值观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从会议文献看, 功利

本位和人文本位仍是争论之主流。功利本位论者的代

表性意见是: 既然学语文课的根本目的是学习语言, 那

么, 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 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

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就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 至

于思想教育、思维训练和审美陶冶等, 虽然都是重要任

务, 但都是“派生”的任务, 是从属于上述根本任务的。

根本任务与派生任务不是平列的“姊妹”关系, 而是包

孕的“母女”关系。 人文本位论者的代表性意见有三:

其一, 认为语文教育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于没有“弘扬人

文”, 要走出语文教育 “少慢差费”的误区, 就必须抛

弃 “工具论”而代之以 “思想性和人文性”, 即要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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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其二, 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功能和教化功能是

“器用”和 “道体”的关系 (即文道关系) , 二者交融合

一, 在教育过程中二者处于互动平衡状态, 一旦失衡,

就会形成低效畸形的语文教育。当前语文教育多半处

在重文轻道的失衡状态, 因而有必要强化语文教育的

人文功用。其三, 认为语文教学必须现代化, 现代化的

核心是教师现代化, 教师现代化的核心是教学思想现

代化, 教学思想现代化的核心是 “人本思想”, 一切教

学内容、环节、步骤、方法、教材都必须围绕人本思想

这个根本核心展开。另有学者则具体解释为: 语文教育

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 “现代人”。 需要指

出的是, 不同功能观论者 , 都比较客观公允、全面地看

待问题, 虽坚持己见, 但并不排斥否定对立观念中的合

理成份。功利本位论者也强调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与

思维训练、与审美陶冶相结合的重要性。而人文本位论

者也承认语文教育的工具功能, 也承认听说读写能力

以及与此相应的诸种方法的重要意义, 并且肯定人文

内容的传授必须通过听说读写基本过程来实现。

不论功利本位论还是人文本位论, 论者们都从各

自审视问题的角度出发来认识语文教育的功能, 因而

各有其理, 自成体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

处, 这就是他们都属单功能论者, 尽管他们承认汉语文

教育有着多种功能, 但他们往往又要在这些功能中确

立起一个核心功能或基本功能。然而, 汉语文质的规定

和汉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文教育的功能绝非单

功能, 而是复合功能 (亦可称作整合功能)。

所谓复合功能, 就是将汉语文教育的各种功能有

机地整合为一体的功能。复合功能, 既是一个浑然一体

不可分割的整体功能, 又具有多功能性质。复合功能由

于是复合的、具有多功能性质, 因而其内部结构必然是

由多种功能要素组构而成。我们暂且将其内部结构假

定为由两大类要素组成, 即由工具性要素和人文性要

素, 组成为复合功能球形图 (见图 1)。球形图表明, 两

类要素组合不存在孰先孰后、孰高孰下的问题。

图 1
工具性要素和人文性要素通过中介要素的作用而

有机融合, 两类要素又各有其特定内涵。工具性要素的

主要内涵是 : 听说读写, 知识, 方法, 思维。人文性要

素的主要内涵是: 情思, 审美, 伦理, 历史文化。它们

又是怎样整合为一体的呢?

我们首先作一个形象描述 (如图 2)。工具性要素和

人文性要素之所以能合二而一, 关键在于中介要素的

作用, 中介要素就是汉字和汉文, 其作用就是教育过

程。通过字和文的特点的教育, 使要素之内涵发生联动

和整合, 也使两大类要素产生有机连接和整合。

图 2
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音、形、

义、调的统一。对汉字听说读写的过程也就是对其音、

形、义、调的认知过程。对音、形、义、调的认识, 自

然就增进了知识, 掌握了方法, 训练了思维, 同时也对

情思、审美、伦理和历史文化产生启发、感悟和认识的

作用。汉字有四种基本构字法, 即象形、指事、会意、

形声, 利用这四种方法对汉字进行识记和理解, 每每能

达到汉字教育功能的整合。例如, “仁”, 从其形看, 从

人从二, 是会意字, 从其义看, 指人际交往要相亲相爱。

这样, 对 “仁”的认识, 既在工具性要素内产生联动,

即掌握 “仁”字的音、形、义、调等方面的知识, 了解

其构字方法, 同时也在人文性要素的内涵中产生联动,

即在对“仁”字知识的理解过程中获得某种伦理认识和

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自古至今, 汉语文教育文选的选择都本着这样两

个标准; 一是有意义, 二是有文学价值。前者倾向于进

步的伦理观、价值观和人文思想等, 后者讲究谋篇布

局、逻辑结构、修辞得体、文字精妙、寄物抒情、寓意

于情。好的文选总是将意义性和艺术性有机融为一体,

达到文道合一。因其如此, 达通和整合工具性内涵和人

文性内涵, 自是汉语文教育的题中应用之义, 或者说就

是它的本能。比如, 马致远的 “枯藤, 老树, 昏鸦/小

桥, 流水 , 人家/古道, 西风, 瘦马”, 这里用九个名词

组合成一副令人遐思无限、韵味无穷的物境和意境, 具

有突出的创意和很高的文学价值。每个名词不仅描写

着物而且也抒发着作者之情, 同时还自然地牵系着点

晴之句 “断肠人在天涯”, 精炼而恰切地体现了作者的

情思, 不无极高美学价值。倘若它对景物的描写不具美

学价值、不与情思关联, 那它就绝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

上的千古绝唱。中国古诗文对调式、音韵、平仄、对仗

等写作技巧十分考究, 而在这种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

中, 每每展现美学价值和情思意境。许多古诗文本身就

是歌, 读这些古诗文严格地讲不是一般地读, 而是 “吟

唱”。诗文能当歌唱, 其形式美、旋律美和情思美自然

就寓含其中了。

工具性内涵和人文性内涵的整合, 须遵守两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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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即自然整合原则和意义整合原则。由于汉字存在单

义词和多义词、本文词和转义词, 在对字词的连接和解

释上, 就有一个因字因词而教的问题。所谓意义整合,

就是选择那些有教育意义的内容, 或作出有特定意义

的解释, 或将词与词进行有意义的连接和组合。所谓有

意义, 一是指对学生的认识有意义, 即是说对词的解释

和对文的选择应符合学生既有的认知水平。比如用“水

深”、“水很深”解释深义, 这对初学者来说是容易理解

的, 如果用 “深奥”“深入”这样的词解释深义, 则可

能为初学者所不解。二是指有人文教育意义, 即是说应

尽可能发掘词和文内在的人文价值。比如 “信”, 可解

释为 “信件”、“信息”、“信任”等, 而我们更可以深入

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找它的伦理意义, 抬升其 “诚信”、

“守信”之义, 其实, 这方面才是 “信”之本义。三是

指对不同语境判别不同语意和词义有意义。比如“瘦”,

本是指身体弱小, 但在李清照笔下, “人比黄花瘦”、

“绿肥红瘦”中的 “瘦”则十分形象地映衬出一种心理

感受, 指的是心神憔悴。如果离开具体语境, 则不知她

词中之 “瘦”为何物。所谓自然整合, 即按词和文的本

有之义进行自然连接和解释, 不可为了有意义而牵强

附会, 生造其义。以文害义或以义害文都是不足取的,

一切都应本着自然。

汉语文教育的复合功能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组合

系统, 是一种弹性机制, 它在对外信息交换过程中不断

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应对, 系统也因此而发生相应的

变化。一般地说, 在对小学生或初学者教育时, 复合功

能中的工具性要素相对突出, 因为教育对象的人文知

识和理解力还处在较低水平, 他们此时更需要打基础,

更需掌握 “工具”。在对中学生、大学生或有一定学力

的对象教育时, 复合功能中的人文性要素相对突出, 因

为他们已具备获得人文知识的能力, 并且他们自身的

发展也客观需要充实人文内容 , 否则, 其发展就会受到

抑制。

汉语文教育复合功能之最大功能, 恐怕是铸就了

民族文化特性, 发挥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作用。

我们这里不妨作这样的假设: 汉字是方块字, 十分

形象直观, 这可能与中国人善形象思维有关; 汉字由笔

画构成, 讲究间架结构, 追求字形和谐, 这可能与中国

文化历来倡导“和”、“睦”有联系; 汉字书写讲求方正,

这可能与中国人人际交往崇尚 “礼”、“不卑不亢”, 与

做人追求方正的人格品质有关联, 如此等等。而汉诗汉

文善表情意和深邃思想, 多有丰富的美学意蕴, 这与中

国人的重情谊、善审美、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相关联; 汉诗汉文尤重逻辑结构、前后照应、围绕主题

有机展开, 这大抵与中国人的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相

关; 汉诗汉文每每浸透着伦理意识、正义感、理想追求,

这当然与中国人素有重道德、倡公正、讲理想的传统直

接相关, 如此等等。然而, 这种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

影响, 既不是来自单纯的汉字教育, 也不是来自单纯的

汉文教育, 而是来自将文与道、字与文有机整合起来的

汉语文教育的复合功能。不言而喻, 汉语文教育是中华

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 单靠汉语文教

育的工具功能或人文功能都不能实现民族文化全面健

康的传承。很明显, 只会字词句, 还不足以了解和接受

民族文化, 而认识和获得民族文化又必须首先借助“工

具”。因此, 民族文化传承毫无疑问只能仰赖汉语文教

育的复合功能。

惟有汉语文教育的复合功能才能实现文道统一,

也才能真正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这种复合功能

一旦在教育实践中发生效用, 便会产生相应的迁移和

影响。不仅文与道相结合, 而且也会影响文与理的结合

以及各学科知识间的相互联动。众所周知, 知识的单一

和偏狭、知识结构不合理和知识间缺乏联系、人格发展

与知识技能脱节, 是决然培养不出有创造思维和创造

能力的受教育者的, 用现代话讲就是不能培养适应知

识经济社会需要的现代人才。文与道狭义地讲是语文

教育中的问题, 而广义地讲则是做人与知识的问题, 知

识与知识相互关系的问题。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知识创新, 文道割裂, 知识割裂, 又何来知识创新?

可惜, 这种割裂恰恰普遍存在于教育之中, 这正是当前

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素质教育

是知识经济所必然要求的话, 那么, 文与道的整合教育

则是素质教育所必然要求的。

由此看来, 笼统地讲工具功能和人文功能孰为汉

语文教育之首要功能或核心功能, 这种说法就难以成

立了。而从复合功能的角度去认识汉语文教育, 似乎更

能说明问题。

观照上述意见, 现在可对我国汉语文教育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模式作简要评述。

1. 阅读识字教学——该教学模式强调在语言环境

中教学生识字, 对字词的识记和理解应“字不离词, 词

不离句, 句不离文”, 即古人所说的 “识文断字”。此模

式通过对字词的意义连接和自然连接而实现对字词的

识记和理解, 因而发挥了汉语文教育的整合功能, 这既

符合学生的认知, 也符合语文教育的教育性。当然, 对

于初学者, 本来就不识文, 又何以断字呢? 这是该模式

需要解决的。

2. 集中识字教学——该模式根据汉字形近的特

点, 把汉字分为三大类, 即由 900 个基本字构成的字

(如基本字 “青”, 构成清、情、请、菁等字) , 由 140个

构字部件构成的字 (如部件 “ ”构成操、澡、燥等

字) , 以及 160个不能归并的字。利用汉字形近特点, 有

利初学者识记。但是, 其功能明显单一化, 效果未必理

想, 在解决形近时, 它却不能解决音近和义近问题, 比

如, “冶”和 “治”形近 , 但音、义均异, 初学者往往

容易将其发音和意义混为一谈。这是该模式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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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3. 注音识字, 提前读写——该模式强调初学者的

识字教育应从口语入手, 首先学好拼音, 在拼音的读写

中识字, 让学生及早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该模式将小

学生已有的生活语言经验、拼音、识字、阅读统合起来

进行教学, 有一定的整合功能, 但也有顾此失彼的另一

面。拼音教学对不同方言地区学生实际上增大了学习

难度, 繁琐无序的注音识字过程有时并不切合学生的

认知图式, 他们往往注意了字音, 又忘记了字形字义。

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4. 情境教学法——该模式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

目的地创设有一定情绪色彩的形象生动的场境, 引起

学生态度体验, 进而有效达到教学目的。其核心是激发

学生的情感, 该模式将情境分为: 观察情境、生活显示

情境、实物演示情境、音乐渲染情境、图画再现情境、

扮演体会情境、语言描绘情境等。通过这些情境, 使儿

童感受美而入境、爱美而动情、理解美而晓理。显然,

这种模式把工具性内涵和人文性内涵有机整合起来,

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汉语文教育的复合功能。现正在四

川省成都师范附小展开实验的“情知教育”与情境教育

有近似之处, 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模式。

5. “三主”“四式”导读法——该模式的 “三主”即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训练为主线; “四式”即自

读、教读, 作业、复读。该模式主要解决阅读教学中的

“教”与 “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教学的方法途径。教学

的功能则内含在实施方法的具体过程中。

除上述几种模式外, 还有诸如“整体识字教学法”、

“阅读教学过程模式”、“学导式四步阅读教学法”、“五

疑式教学法”、“导创教学模式”等等。这些模式更多地

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不倾向于功能意义, 因而本文不作

具体展开和分析。

应当指出, 上述各种模式的功能, 尽管都存在各自

的不足之处, 但在实践中, 它们却在相互趋同, 相互借

鉴, 相互兼容, 取长补短。比如, 阅读识字教学模式采

纳集中识字教学模式的形近字教学方法, 而后者也采

纳前者意义连接阅读识字方法。实际上, 各种教学法似

乎都程度不一地吸纳了情境教学法的内容, 似乎都与

“三主”教学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总之, 我们认为, 未来的汉语文教学的理想模式必

将是观念先进、功能整合、方法多样。我们现在正在努

力探索和追求的正是这种模式。

注: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
版社 1991年版。

1997年北京首届国际汉语文教育研讨会会议文件。

本文论及的汉语教学模式取材于《教学改革手册》,中央

编译出版社版。

〔作者系四川省教育学会副研究员。成都市

　610041〕

(本文责任编辑: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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