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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way and content of "pr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Establish a "Reality Thinking"  mo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mode of teaching thinking is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mode of "preaching" and "Reality Thinking" will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discu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at present, To study the strategy of establishing the mode of "Reality Thinking" 
with "preaching" as the core,So as to build an effective and scientific teaching idea of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will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ing ha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t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stimula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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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对古代文学教学的效率以及质量

产生极大影响。为了提高当代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质量，需要对传统教育过程中的“传道”方式

以及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实相思维”模式。这种教学思维模式的建立，

有利于对大学生的健全人格进行有效培养。而以“传道”与“实相思维”模式开展大学古代文学

教学工作，对提高传统教育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开展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

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时代发展对古代文学教学产生的影响，同时探讨当前古代文学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以“传道”为核心，建立“实相思维”模式的策略，从而构建有效科学的

古代文学教学思路，这对提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体质量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激发我国

古代文学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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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我国传统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根本职责在于“传道”，但“传道”不单指向学生传授相关

的理论知识内容，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关于世界、关于宇宙、关于人生的道理。在“传道”
过程中，教师首先要确定教学内容与宇宙根本之间的联系，才能以此为基础帮助学生建立实

相思维模式。在传统教育体系中，主要是以人为中心，对宇宙以及人生的真谛进行探索，达

到悟道、明道以及传道的目的。这是传统教育的重要核心，利用传统的“传道”理念，开展实

相思维教学，主要是以宇宙人生的实相为核心，让学生明白人生宇宙的真谛，明白做人的道

理，从而帮助学生成为健全的人。因此，以“传道”为核心的实相思维模式建立是高校古代文

学教学的过程中的重要措施。通过“传道、授业、解惑”，让学生明白宇宙以及人生的实相，

达到明道以及悟道的目的，从而提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体水平，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

成，对推动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长远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2.时代发展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影响 

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中心，帮助学生构建实相思维

模式，让学生在了解古代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独立学习活动，可以加强学生对古代文学

内容的感悟以及理解。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产生的影响会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学方式出现一定变化，特别是教学资源设计以及开发发生较大变化。现阶

段，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主要是以图文并茂为主的方式进行的。信息技术的在教学过程中的

应用趋势对古代文学教学产生的影响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古代文学教学资源进行设计和开发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传统的技术为主，特

别是在隐性资源上进行开发时，主要是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解读。而这些资源具有一定

的规定性，导致在开展文学教学活动时，对多媒体技术以及设备的应用比较少。特别是对信

息技术手段的应用比较少。而学生在生活过程中，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多，学生可以利用

信息技术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意识比较强。导致教师的教

学活动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之间出现比较严重的脱节问题，很容易导致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产

生疲惫感。其次，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文本内容比较单一，教师采取的

教学手段仍然是以灌输式教学为主，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相关知识。这与当前的信息技术发

展以及新技术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充分应用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及积极性。

最后，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本身是与历史和哲学进行有效联系的学科，其在教学过程中的横向

逻辑联系比较强。但是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对纵向逻辑联系进行学习，对教学资源进

行设计时，也是以线性设计为主。这导致信息时代的多元因素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不能得

到充分应用，从而影响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体效率以及质量[1]。 

3.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传道”与“实相思维”问题 

3.1 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方法影响“传道”效果 

在开展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的教学效

果。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仍然是照本宣科，虽然涉及的文学内容比较广

泛，但大多都是比较浅层的，并没有深入探讨文学内容的本身，导致“传道”过程并不能有效

展开，影响教师“传道”的深入性，导致学生不能建立实相思维模式。还有一些教师本身的知

识水平以及知识储备相对有限，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讲授时，并没有进行合理地统筹以及

规划，影响课堂教学的效率以及效果。并且会导致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以及积极性降低，

最终对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在教学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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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古代文学教学课时逐渐减少，导致“传道”受阻 

在开展大学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很多高校对其进行课程安排与现实需求存在一定矛盾。

因为古代文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与其他专业相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再加上古代文学教学与现

实的就业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比较大。很多高校对文学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安排逐渐减少。

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来说，教学课时的不断减少导致教师并不能开展系统完整的文学教学活动，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古代文学教学的深度以及广度。并且古代文学教学课时不断缩短，会导

致学生对古代文学的重视性逐渐下降，影响学生都邑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积极性以及主动性，

导致“传道”过程被阻断，影响实相思维模式的建立。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

展，急功利近的社会风气对学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使学生难以静下心来研读古代文学作品，

不易在文学作品品读中产生“悟道”的效果。并且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很多学生认为古代

文学教学对就业并无益处，导致学生在参与学习时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 

3.3 学生古代文学基础薄弱，难以展开“实相思维”教学模式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接触古代文学作品的时间比较晚，

对作品内容的学习程度也比较浅，导致多数学生古代文学基础比较薄弱。这种情况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的效果。虽然在我国中学教学过程中已经逐

步加大了古代文学作品在教学内容中的所占比例。但是因为高考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学习古

代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仅仅是对文学作品中的相关知识点进行学习。并且

中学教师在对古代文学进行教学时，会将每一篇古代文学作品分解成难懂字词、主要内容和

艺术特征等模块，缺少对文学作品进行整体研读和探讨的过程。导致学生对很多文学作品的

学习都是比较破碎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学习体系，影响学生对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文化

意义以及审美特质的了解和掌握。这种情况会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在大

学开展古代文学教学时，很多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比较陌生。并且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过

程中都采取的是简体字教学，但是古代文学作品是以繁体字为主，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学生

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难度，严重影响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和热情[2]。总之，通过对文

学作品的简单解读，并不能唤醒学生对文学作品中独有的审美特质的理解以及感悟，难以展

开“实相思维”的教学模式。 

4.以传道与实相思维为核心，展开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4.1 以“传道”为核心，建立实相思维模式 

在开展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以“传道”为核心，建立有效的实相思维模式，可以

让学生发现本性，促进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这是与当前的教育理念相符合的。在古代文学

作品中的教育理念中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在这一教学理念中，主要是要明本性，在学习过程中明白做人之道。重视强调学生在学习古

代文学时，从作品内容中感悟做人之道，达到“明明德”的目的[3]。 
在古代的大学教育过程中，强调教师在传道过程中，让学生学道，让学生在对经典文学

作品进行研读的过程中回归到生命实相。将其应用在当前的大学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意味

着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有效引导，增加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研读的深度以及广度，这样才

能让学生在“传道”过程中体会到文学作品中传达的思想情感以及精神态度，让学生感悟其中

的人生真谛，明白人生宇宙实相，建立属于学生自己的实相思维，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在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在古代“传道”者进行传道时，重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培养，这与当前的大学古代文

学教学的新理念以及新目标是相符合的。孔子在开展传道活动时，就强调“学以致其道”、“知
行合一”，重视学生言行以及思想之间的统一性，这是后世教师遵循的重要原则。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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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文宗”韩愈也是重视乳胶道统的主要代表之一，韩愈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认为为人师者在传道过程中，需要让学生认识到“道”的内涵，感悟到宇宙万物以及人生

的真谛与实相，促进学生个人发展，同时促进“道”的传承[4]。 

4.2 从伦理道德入手，促进传道模式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开展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促进传道模式在其中的有效应用，这样才能够使

学生进行“悟道”，达到“传道”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教师需要重视从古代文学作品中

汲取相关的伦理道德内容，促进学生对相关伦理道德的认识以及理解，使学生能够从儒家传

统的伦理道德内容中感悟到人生真谛，建立人生实相思维模式。 
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提出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主张是利用伦理道德开展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宗旨以及理念。利

用这一教学理念，可以使学生明白传统礼仪中伦理道德的标准以及原则，使学生对当前的伦

理道德进行感悟和体会，让学生在对传统伦理道德内容进行感悟的过程，明白相关的“道”。
并且可以使学生从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对自身的行为以及意识进行优

化，最终达到“传道”的目的，使学生建立出有效的合理的人生实相思维。借此，充分发挥古

代文学教学在教育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例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在传道的过程中，主要是向弟子传授感受生命实相体悟

的道理，其传道的核心是“致良知”。这主要是因为王阳明作为传道者认为“致良知”是人生的

真谛以及生命实相，因此，他在开展传道活动的过程中就强调弟子对“致良知”的感悟。以此

为基础，让学生在研读古代文学作品时，做到“立志”、“知行合一”，最终实现学道可期，“良
知”可致的目标[5]。 

总之，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从伦理道德入手开展古代文学教学过程时，

需要重视利用古代文学进行传道，这就需要教师明确教学理念以及目标，以此为核心使学生

感悟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道”，让学生“悟道”、“明道”。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采取多种

教学手段结合的方式，提高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趣味性以及生动性，增强学生学习和研读古

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同时，还要将经学、史学等内容与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有效结合，可以达

到教师“传道”，学生“学道”，建立实相思维模式的目的。并且要重视从古代文学作品中获取

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使学生对相关的伦理道德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及认识，帮助学生构建人

生实相思维模式，对提高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综合水平有重要意义。 

4.3 充分应用古代文学阅读教学法，使学生感悟作品中的本真情 

很多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流传至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学习的

过程中，可以从中获取很多东西。为了提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质量，教师可以为学生推荐一

些与学生学习能力以及感悟能力相适应的一些古籍作品，让学生阅读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

让学生在对文学作品阅读的过程中，感悟其中的真理以及生命实相。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让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宇宙、生命万物的真谛有所体悟以及理解。同时

可以使学生在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本真情”进行感悟，对其中蕴含的思想以及道理进行感

悟和思考，探究人类的本质情感，体悟人类的情感实相，进一步提高“传道”的效果。 

5.结语 

总而言之，在利用“传道”与实相思维开展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认识到

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要了解到“传道”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这样才

能从古代文学作品出发，向学生进行“传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悟道”的能力，建立实

相思维模式，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的兴趣以及热情，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发挥古

代文学教学在大学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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