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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担负着培养澳门中小幼教师的重要责任，但在其课程设置

中，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少，师资错配，部分教师爱国与教学热情不高，教学模式机械化，教

学内容滞后不前。为此尝试开设“诗词曲赏析与教学”“《论》《孟》与教育”两门课，融入国学

知识，培养、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在教学互动中，其学习成效

较为理想。建议在大学教学框架下增设传统文化课程，鞭策教师负起正面、积极传授的责

任，加强师资队员建设，提升国学师资力量。教师应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融合，运用现

代教育方法，讲授国学知识，建立文化自信，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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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澳门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课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实施情形，是属

于质的研究。笔者是此课程里的一名教师。笔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即是参

与型研究者[1]。作为参与者，笔者亲身经历成为研究材料；这些材料弥足珍贵。作为

研究者，保持研究所必需的心理和空间距离。以旁观者角色来做研究，尽量做到四

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避免有主观的看法渗透其间，以免

影响研究客观性。

爱国主义教育须由整个社会共同实践，其中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教育里的推动

者主要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包括教师）；教育工作者是制定、设计、推动、实施

者，是整个爱国教育的核心力量。澳门大学（下简称“澳大”）作为澳门唯一的公立综

合性大学，配合政府政策，顺应社会爱国潮流，重视、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责无旁贷。

澳大在中联办、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导下，成立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旨在加强中国历史

文化研究，培养澳门本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传播与推广的骨干力量；向澳门社会

特别是澳门青少年推广中国历史文化，并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在葡萄牙语国家和地区

的传播与影响，藉以促进和提高澳门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除

了设立该中心以推动爱国教育，学校其他院系如中文系、历史系、教育学院（下简称

“教院”）中文教育专业课程（下简称“中教”）等也设置相关课程，以直接或间接或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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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等各种方式向学生传输爱国教育。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澳大教院中教的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及其实施情况。

澳门大学的前身是 1981年由黄景强、胡百熙和吴毓璘等创办的私立东亚大学。

1988年澳葡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进行重组，成立澳门大学。1989年
澳大设置科技课程、教育课程、法律课程、公共行政课程，1990年新设文学院、工商管

理学院、社会科学院，1991年又增设法学院、教育学院。2006年9月1日澳门立法会

通过《澳门大学法律制度》《澳门大学章程》，澳大成立新的管治架构，以校董会为最

高管治组织，代替政府直接监管该校。

教育学院是澳大下设的一所学院，现设置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课程，没有学

系。学士课程包括中文教育、英文教育、数学教育、科学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六

个专业课程。在六个课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是中文教育。中教课程

分为三部分：中国文学、文献专业；教育学专业；大学通识（主要是博雅教育）。每部

分学分大概各占毕业要求120分的三分之一。易言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最密切

的中国文学文献专业的学分约40。这部分课程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发展与教育

I，中国文学发展与教育 II，现代语文与教育，古今汉字的教与学，历代散文与教育 I，
历代散文与教育 II，文言语法修辞教与学，学科教学法 I（中文），学科教学法 II（中

文），诗词曲赏析与教学，中国思想史与教育，《论》《孟》与教育，共12门（36学分）。另

外，有一些选修课（学生只须选一或两门），如明清小说与教育等。这些课程包括文

学史、古今汉语、散文、诗词、《论》《孟》与思想史。其他课程中除小学教育设有“诗文

赏析与教学”外，就没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了。可见，教院设置的中国传

统文化课程并不普及，至少没有全覆盖。在六个学士学位课程中，只有中教课程设

置较多。中教课程的目的是培养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到中学当中文教师。

爱国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一方面，爱国主义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和精华，而爱国又推动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孕育爱国主义，弘扬传统文化更能继承、发扬、光大爱国主义。[2]在大学教

学中，要切实发挥课程、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运用科技设施，采取

新的教育方式，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融入教育全过程，做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3]，尤其是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课时，更应尽量突显爱

国主义主题，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高学生爱国情操[4]。

近20多年来，学界热论国学。学界对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虽有不同看法，

但多认为国学涵盖了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宗教学、文章学、小学，以及国学

相关理论等。[5]经、史、子等是否就是国学、能否代表国学，民国以来尤多争议[6]，但笔

者以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在经、史、子、集四部里，经（主要是十三经）、史（主要是二

十四史）、子（尤其是先秦汉代子书、佛教、道教、宋明理学）及其所记载、反映的学术

思想，历代相关注解，应属于国学部分。至于“集”，则汇集了古典文学最优秀的作

品。国学代表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精华，它经过历史的淘汰与筛选，传诸久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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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的精神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方向与精神命脉。最能反映这种精神的应是儒

家。[7]儒家提倡的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8]、刚健进取、不畏困苦、中庸淡静等是

我国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德目。本文探讨的澳大教院中教课程蕴含

的传统文化及其教育，虽然大部分课程不能直接归入国学范围，因而不能以国学称

之，但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引导学生思考其与国学的关系特别是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对于提高传统文化教育质量、强化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有裨益。

一、中教面临的问题

（一）中教课程课纲及课程内容贫乏

中教有12门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它包括汉语（包括传统的小学一点知识）、文

学（散文、诗词、文学史）、国学基本文献《论》《孟》、中国传统思想。下面简介这些与

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纲要。

“中国文学发展与教育 I”“中国文学发展与教育 II”是介绍先秦至近代每个时代

的文体特点、文学流派、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等。“历代散文与教育 I”“历代散文与

教育 II”是从《古文观止》中撷取一些散文篇章加以讲授。“中国思想史与教育”是

介绍先秦、汉代思想、宋明理学。“《论》《孟》与教育”介绍孔孟思想，教师从《论》

《孟》中介绍重要篇章，希望学生能对孔孟的儒家思想与教育精神有如实的理解与

真切的体验。

中教传统文化的课程少，远不能符合它作为专业的基本要求，也达不到社会尤其

是教育界对毕业生的专业要求。课程少，即不能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至

有缺失，使之不能构成一个整体，如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科技等，都是构成传统

文化的重要方面，缺少了它们，不仅仅是内容不足，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完整性、

体系性不足，难以反映传统文化在整体上的高度。

（二）师资错配，良莠不齐

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深浅多寡，除了与课程设置有关，也与师资有关。截止

2019-2020学年，中教有六名教师，其中三名副教授，三名助理教授。从他们的博士

学位论文题目来看，有些与中教的关系极少：曾有研究经济的，有研究教育的，有研

究中文教师问题的，其他三名都研究中国文学文献。

教师的主要教学工作集中在“核心课程”上，即澳大的必修课。既是必修课，便可

备一次课“终身受用”。因而这样的必修课、核心课多是一二十年前的“老本”，遑论

非核心课、非必修课了。不少教师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教学工作上，而是为教育

部门提供报酬颇丰的兼职。教学以必修为主，精力以兼职为主，教师在中教传统文

化课的投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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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机械化，学习内容浅显化

由于有的教师把心思放在服务上，中教文化课的讲课遂不免生硬、机械，照本宣

科，如此教学哪能有激情，哪能吸引学生，又哪能突显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教学方

式机械化，与当前强调教学模式、教学法创新的要求脱节，学生也没有学习兴趣。

教师既没有使命感，又没有兴趣，更没有“钱途”，精力投入少了，教学资源的组织

和运用也就成问题，有的把其教大一大二的汉语知识重新整理，加上一些香港中学

中文课文，就当成新课程的教材。有教师认为学生毕业后会当中学教师，于是拿一

些程度浅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来教。可见，某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极其浅显，这些教学

内容根本达不到作为一门本科知识的基本要求。

（四）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或祖国）的热忱不够

对于专业课的教学而言，学科出身是必要条件，但对于一些通修课、公共课，专业

之外，更需要强调是对所承担课程的“情感”，特别是对课程肩负的教育教学目标的

认同，并由此产生的敬畏心与责任感。因此，一个教师的专业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其“初心”。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甚至没有“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之

语），只是想通过自己拥有的大学教师职位、名衔，沽名钓誉、赚取外快，如果对祖国

及其文化没有热情、缺乏忠诚，只是将其视作晋阶工具，这样的传统文化，用钱穆先

生的话来说，真正就是“国故”——已经死去的没有生命力的一堆材料而已[9]。更有

甚者，虽然也学了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也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其内心充满着“反

中”“仇中”，与“台独”“港独”或眉目传情，或公然走近，这样的人是难以担当中国传

统文化课程的主讲。

二、中教教学个案研究

中教课程的中国传统文化课少，部分教师没有教学热情，师资专业不配对，然而，执

教“诗词曲赏析与教学”与“《论》《孟》与教育”的教授甲与教授乙，对教学包含热情，

具有强烈的传承文化使命感。下文以这两门课内容为例，说明他们如何在教学中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国学），以期薪火相传。

（一）“诗词曲赏析与教学”内容及特点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诗词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还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于大文学而言，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

的关系更深入。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人生文学化，文学人

生化，两者相互交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史贯通，文以辅史，史

以明文。[10]通过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历史、思想、社会等。因此，文学不只是普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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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的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的总名称而已，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了解中

国文化的必然入门。

诗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教授甲的“诗词曲赏析与教学”包括：讲授历

代韵文文体发展；讲授每个时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借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以阐

扬传统文化的精神。甲教授选讲《诗经·破斧》、屈原《楚辞·东皇太一》、司马迁《悲士

不遇赋》、《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及唐宋一些名诗人名诗篇等。其在传承发扬传

统文化、爱国精神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 融入经学，颂述元圣，灌输忠公体国精神

作为韵文的鼻祖、经典代表《诗经》，是必读的文学经典[11]99-151。然而它不只是文

学作品，更重要的是经学之作，而且是周公用以制礼作乐、治国平天下的著作。[12]教

授甲在讲这门课时，首讲《诗经》，从韵文源头入手；介绍《诗经》是经学、文学相融之

作；选择《豳风·破斧》来讲授。《破斧》是首歌颂周公东征之诗。[13]周公是我国信史里

最重要的历史人物。[11]83周公七年的功绩，其中制礼作乐为中国传统礼乐、思想、文化

等方面奠下坚实的基础。[14]甲教授选讲《破斧》，向学生宣扬了周公爱国（周）忧民、忠

公体国、大公无私、临危不惧、大智大勇、深受百姓（包括战士）爱戴的伟大形象[15]。

2. 融入史学，讴歌史公，灌输忧国忧民之情

本门课选了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史公是我国第一位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汉代、先秦大多文、史、哲不分

家，史公是其中佼佼者。他是西汉“山西”人，其九世祖司马错是秦国将军，有“高上

勇力”之风。司马迁因同情“山西”陇右军事世家李广之孙李陵[16]，替他说话而被武帝

处以宫刑。这篇《悲士不遇赋》应是作于他写《报任安书》之后[17]，揭露当时专制淫威

下“美恶难分”：只讲穷达，不理是非；只论成败，不分善恶；赏罚不明，压抑人才。通

过讲解，讴歌史公忧国忧民之情、坚持“恒克己而复礼”“将逮死而长勤”的理想。

3. 体会诗仙、诗圣壮游之诗，培养学生热爱壮丽河山之情

唐代是我国诗歌最繁富最灿烂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星光闪烁的大诗人。诗仙李

白、诗圣杜甫是其中佼佼者。本课主要选两位大诗人壮游之诗，李白、杜甫都爱好大

自然[18]，其中选讲杜诗《壮游》。这首诗写诗人年轻时游历吴越、齐梁等地，介绍姑苏

台、阖庐丘、剑池石、长洲荷、太伯庙、鉴湖、天姥山、会稽、剡溪、丛台、青丘、皂枥林、

云雪冈等名胜古迹。他描绘、歌颂这些地方壮美，如写自然风光的有“剑池石壁仄，

长洲荷芰香”“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等，写相关的历史人物及历史故事如勾践、

秦始皇、吴太伯等。把山川胜景与历史、故事连接起来，把自然界风光与人文历史精

神交织起来，于自然中见人文，反映历史。

通过向学生讲解祖国锦绣河山，培养学生热爱壮丽河山之情，并从自然河川中体

悟人文历史故事，把握中国文化的精萃“天人合一”，让学生了解这是中国文化对世

界文化的贡献之一，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心。这对激发澳门学生想到内地游历、进

而了解更多祖国自然、人文、历史、思想等方面的知识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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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赏析”一课不仅讲授韵文，而且融入传统的经学、史学、思想文化，在讲课

中有机地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二）“《论》《孟》与教育”的课程内容特点

《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是十三经中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典籍，后被

选入“四书”，更成为古代文人士子必读的经典。教授乙讲授“《论》《孟》与教育”，其

内容特点有以下几点。

1. 讲授孔孟的崇高人格，阐述其思想意蕴

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圣人是不同思想学派的理想人格。他俩被尊为圣人，

其原因包括：他们好学乐学，不知老之将至；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不断修身进

德，以期至圣，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后代士人学习的典范；孔子开创私人教

育，传授传统知识，他们继往开来，使中国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关心家国大事、天

下、百姓命运，追求大同社会等。他们的思想学说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道德完善

主义，完全站在人类共同体的角度，“以人弘道”。

孔孟有崇高的德行，不断学习的热情，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榜样。这在现代重视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民（包括大学生）素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有极大的鼓

励与示范作用。孔孟崇高的人格，还表现在他们爱国情操。虽然他俩都有天下观[19]，

但是他们没有狭隘的家国观念。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自己祖国有较深的感情。

孔子五十多岁离开鲁国时的心情是“迟迟吾行也”，因为这是“去父母国之道也”（《孟

子·尽心下》）。孔子既有热爱母国（鲁国）之情，又有天下观，两者不矛盾：他立足人

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天下有道”（《论语·季氏》）。他提倡“孝亲敬祖”“忠君爱国”“用

夏变夷”“大一统”“尚气节”等主张，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孔孟的崇高人格、爱国主义思想，《论语》《孟子》有不少相关内容。讲授这一课程，

从这方面多加介绍，对培养、提高学生的德性修养极有帮助。

2. 阐述孔孟教育思想，古为今用

自19世纪以来，西风东渐，西风压倒东风。很多领域的理论都套用西方理论，唯西

方理论马首是瞻。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学界提到孔子教育，就马上联想到

“因材施教”。其实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止“因材施教”这一点，还有其他丰富的教育思

想，如有教无类、德才并重、启发诱导、学思行合一等。教授乙花较多时间讲授《论

语·学而》篇。《学而》不少章句记载孔子对教育的看法。

中教学生在《学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除了可以通过整章阅读从而更深入地

走进元典，亲近元典，并提升经典阅读能力，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

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厚积与

善择。而夫子本人的躬行实践更值得学生学习，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云尔”“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饭疏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他好学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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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忘我精神，拒绝不义的富贵，追求心灵的满足，在现代社会有重大的价值。

（三）学生学习成效

教的目的是为了把教师身上的知识有效地传授下去，学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把学

习的知识化为己有，成为对自己心灵、精神、德行、立身、工作等方面有用的知识。一

个有效的教与学，是教师与学生双方共同努力、配合的结果。教的方面，是教师对教

材充分准备（备课），有高度的教学热忱，对自己教授的知识如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

的热情、热爱、信心，根据教的学生的特点运用适合该班特点的教学法（因材施教），

提高学习气氛；平时多做研究，提高自己在这领域的整体认知水平；与学生不断往来

交流，从中获得灵感、回馈，提高教学效果。学的方面，学生积极配合教师教学，包括

课前预习、课后找相关论著以加深自己对课题的认识，课中认真听讲，既能学习做研

究的方法，又能承习传统文化。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倘能遵循以上要求，一个极良好

的教、学互动，传授与接收就能成功对接。学生既能学到教师传授的传统文化知识，

也能培养、提高自己的爱国热诚，爱国内涵与日俱增。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积极与支持的态度，是对祖国的依存，对家园、民

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表现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热爱祖国

河山、历史、文化等。修读过以上两门课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祖国的爱，可

以从他们的学术报告内容、参加内地交流这两方面的成果体现出来。学生在修读期

间所写的学术报告，单就其选题而言，就多与爱国主义有关。有的学生喜欢探讨遗

民诗，有的学生对国家地理特别是家乡的风土物情产生兴趣，有的学生喜欢怀古诗

或咏史诗。这些历史文学作品让学生产生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同理心。

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热爱，受不少因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的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同情”，如他们通过修读传统文化课

程，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认识比较深入。他们认识愈深，愈喜欢到内地去交流、学习、

体会。澳大学生一般住在书院里，书院冬暑假都会举办交流活动。学院每年暑假也

会组织学生到内地学习交流。不少学生报名参加到内地名胜古迹或高校交流，其中

北京、西安、曲阜、敦煌等地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历史悠久，文史底蕴深

厚。学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走在祖国河山，留下深刻的感情。这就是他

们对家国、文化的认同！

三、结 语

传统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它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一就是蕴含爱国主义。

澳门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这几年邻近地区发生“反中”风波、暴动，对澳门来说，

自当以邻为鉴。爱国主义需政府、民间上下共同努力，成效才更显著。教育起着重

要的作用，教师是爱国教育的灵魂、领军人物，培养本澳中小幼教师的澳大教院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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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负起重要的责任。“诗词曲赏析与教学”“《论》《孟》与教育”的教授根据这两门课的

特点，在讲课中融入国学知识，培养、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水平、爱国热情。

同时在教与学的互动中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面，学习成效也较为理想。

通过以上总结，笔者提出这些建议：希望院校能正视中教的问题，能在大学教学框

架下增设传统文化课程，完善课程体系；鞭策教师负起正面、积极传授的责任，加强

师资队员建设，提升国学师资力量。教师应把传统教育教育与现代教育融合，运用

现代教育方法，矫正功利成才观，讲授国学知识，灌输爱国主义，建立文化自信；也可

以“课外读书班”形式补济课堂的不足，营造特有的国学环境氛围等[20]。这样，澳大教

院中教才能对澳门传统文化、国学、培养爱国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打铁只要自身

强，何惧外面风刀霜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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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Indexes”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valu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udit and Evaluation Expert Reports of 18 Univers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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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 Indexes”including achievement，fitness，assurance，effectiveness，and satisfaction，are
both the criterion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the benchmark and scale of audit and
evaluation. Their connotation is，as a reference standard，to measur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goals set up by
universities and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 implication conveyed is to reflect the concepts of classified guid⁃
ance，standardiz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ctivity，and promot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fter a five-
year round of audit and evaluation，there is a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the fulfillment of the“Five Indexes”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mong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the society. Ac⁃
cording to the scope of audit and evalu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51 core points which can reflect the“Five In⁃
dexes”. Based on 151 individual reports by the audit and evaluation experts from 18 local universities in Liaon⁃
ing Province，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core points，presents the execution of“Five Indexes”，and
studies the existing common problems. The research further offers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Five Indexes”in undergraduate teaching，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under⁃
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Key words：undergraduate teaching；audit and evaluation；talents cultivation；teaching quality；teaching
evalu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 in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FED）at
University of Macau（UM）
YANG Zhaogui Page 113

Abstract：The Faculty of Education（FED）at University of Macau（UM）shoulder great responsibility in
training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owever，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FED's Chinese
education curriculum：small numb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mismatched teachers，lack of patriotism
and enthusiasm among teachers，inflexible teaching mode and stale teaching contents. Two courses includ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oetry，Lyric and Vernacular Songs”and“Confucius & Mencius and Education”are
opened，which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lectur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atriotism. In the interac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the learning effect appears more ideal. Finally，this paper intends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school au⁃
thority can add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iversity teaching，urge teachers to take posi⁃
tive responsibility，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staff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traditional education with modern technologies to teac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buil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ivate patriotism.

Key words：University of Macau；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ing；patriotism education；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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