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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史课程在教学中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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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国文学史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存在文化主体性薄弱甚至是缺失的问题，需要在文化交流互鉴

视域下，通过重新定位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性质、确立教学中的本土文化意识、引入中国文化话语等教学方

法的创新来提升教与学双重层面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有助于促进该课程的教学结合中国话语，

推动该课程的本土化，使学生在面对异质文化、文学时发挥主体精神，提高能动性与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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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ath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course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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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there exists the problem of 
weak or even miss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t is 
necessary to reposition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establish the local cultural awareness in 
teaching, introduc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Chinese cultural discourse to improve the dual leve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with Chinese discourse,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urse, and 
enable students to play the spirit of the subject and improve the sense of initiativ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face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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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下世界历史潮流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同

样重要的发展性要素，文化走到了时代舞台的前沿，

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

同时，文化又是一种文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塞

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

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论，将世界划分为彼此之间存在

竞争和冲突的七个主要文明圈，并强调要承认文明

之间存在差异，即“文明的断层线”。冲突的危险就

蕴藏在断层线中，文明的差异不可能消除，而冲突

的危险也持久存在。然而，正视冲突的存在并不意

味着不再寻求交流合作机会以及互相学习的可能。

事实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

与对话已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谋求共同发展的重

要平台。2014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演讲。2019 年，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

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

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文基础。”由此可见，对待人类文化不同部分

的正确态度应是交流互鉴，其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生

活的核心词语之一。我国高校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

程正是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该课程涉及

其他国家的文学经典，而授课的教师和听课的学生

又都具有深刻而鲜活的本土文化基础，课堂上碰撞

出的思想火花正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证明。在此

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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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范畴中的主体性是相对客体而言的，是指

人在建立和推进一定的对象性关系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能动维度。而文化主体性则涉及主体在文化领域

的行动。广义而言，文化主体性指的是面对异质文

化时的参与、学习、交往和适应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又可以分为自觉性、自省性、

创造性和传播性。外国文学史课程是不同文明、文

化交流互鉴的舞台，在当下，其文化主体性面临一

定的挑战和机遇。 
在挑战方面，外国文学史课程具有异质文化的

特性，授课者(教师)在将其本土化的过程中会遇到一

定困难，而上课者(学生)则对其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

如认为其只是外国文学材料的汇集，未能形成主体

参与意识和视域融合。这导致外国文学史课程在高

校人才培养尤其是人才的文化底蕴培养上效果有限。

视域融合原是阐释学术语，是指阐释者、文本和当

下情境的融合：阐释者往往带着前见进行解释，并

从自己的当下情境出发去接触文本的视域、把握文

本所揭示的内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意在表明在

外国文学史课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带着来自本土

文化的前见与异域文本、当下情境相接触而形成理

解的融合这种理想状况。 
在机遇方面，外国文学史课程是各高校文学院、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基础必修

课，不仅构建完整的学科结构需要这门课，而且讲

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也需要这门课，同时，

这门课程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展现是我国树立文化

自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会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如汉魏与盛唐时

期汉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往融合造就了一个本土文

化繁荣兴盛、放光芒的辉煌时期。 
2 意义 
第一，提升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文化主体性有利

于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国际视野的拓展。外国文学史

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而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需要国际视野。随着世界格

局的改变，提升我国的大国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同样不可或缺。进入 21 世

纪，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化与本土化

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文化、文明之间沟通与对话

的鸿沟依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各国利益的博弈以及

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随着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

程，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学已然成为解异质文化的窗

口，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互鉴和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国

际视野的拓展。 
第二，提升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文化主体性有助

于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本土化。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

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是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的文本，

使用的文本往往是译本，这一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中

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实践。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自觉发挥文化主体意识，基于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将中外

文学融为一体进行剖析。同时，教师要克服外国文

学史课堂上中国文化话语的失语现象，基于中国文

化介绍外国文学，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融入课

堂教学，促进外国文学史课堂与本土实际的结合。 
第三，提升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文化主体性有助

于增强学生面对异质文化时的主体精神，进而提高

参与性与能动性。学生是外国文学史课堂的主体，

“这门课与我有什么关系”是学生经常提出的问题，

学生也常常因为课堂内容的他者性而感到陌生，从

而缺乏参与意识。因此，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

地提升学生的文化主体性是重中之重，这有助于学

生了解世界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学习互鉴的本质，

增强参与感，以主体精神选择和学习外国文学中有

价值的内容。 
3 路径 
3.1 重新定位课程性质 
将以往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性质，即知识传播、

讲解和积累重新定位为文学和文化交流互鉴，通过

将师生的文化主体意识渗透到教学过程，实现本课

程的跨文化接受和重构特质。教学内容需要从简单、

平面的知识传授转变为梳理和展现世界文学的发展

脉络。教师不仅要讲解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运动、

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和经

典作品，还要在此基础上剖析在外国文学谱系形成

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流对话、相互影响、发生变异

的原因和过程。例如，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时期，

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并非在单一国别文学领域内发展，

而是在诸多国家发展，其对俄国文学有着重大影响。

以赛亚·伯林认为：“研究俄国思想史或者文学史的

学者，其他方面无论如何分歧，有一件事，则似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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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致——或者几乎一致：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

年间，对俄国作家产生主导影响思潮的是德国浪漫

主义。” 
3.2 提升师生的文化主体性 
（1）具备文化自觉性。 
从晚清“开眼望世界”以来，面对轰轰烈烈的“以

西为师”潮流，有识而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预感

到了文化主体性的危机。“事实上，在近代以来关于

中国文化建设的各种方案中，一直存在学习外国文

化与保持本国文化主体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存

在于外国文学史课程中。对待这门以外国文学为主

体内容的课程，教师在讲授异质文化丰厚的文学遗

产过程中需要同时认识到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和博

大精深，以比较的视域和文化交流互鉴的目的授课，

在分析外国文学时联系中国文学，并及时关注中外

文学关系。杨周翰指出：“中国学者编写外国文学教

材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外国文学与中国古今文学的

联系。”虽然目前这一缺陷已经由逐渐壮大与完善的

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弥补，但外国文学史课程也

应采纳和吸收中国学派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以此

提升课程的文化主体性。 
（2）坚持文化自省性。 
坚持文化自省性是中华文化保持独特优越性和

强大生命力的要点之一，而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是

开展文化自省的途径之一。外国文学史课堂是培养

学生文化自省性的重要平台。通过吸收、比较与辨

别外国文学，学生能够融入比较视域，利用比较方

法对本土文化进行拓展性理解。例如，在讲授 18 世

纪启蒙主义文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之与新文

化运动进行比较，并讲解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在

文化自省和中西比较中赋予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新

内涵，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在新的形势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3）提高文化传播性。 
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灌输式的过程，而是双

向的、互动式的。一方面，通过外国文学史课程，

外国文学、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可以在我国得以传播，

实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基于比较研

究意识，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与外国文化

形成了比较、交流、融合与对话的动态链条。外国

文学研究中的流散文学就是双向文化传播的突出例

证，其本身就是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

的，是文学性与跨文化性的统一。 
3.3 引入中国文化话语 
一方面，引入中国文化话语是指将比较文学的

学科方法与外国文学史教学结合起来，如用影响研

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展现外国文学对海纳百川的中

国文学的启示和影响。同时，教师应在课堂上向学

生说明，积厚流光的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也存在影

响和辐射。另一方面，引入中国文化话语还需要在

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建构中国体系。“外国文学史教学

由于其学科本身的外来文化独特性，在教学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有些困扰，会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

文化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形成一种莫名的分割，这

种困扰，事实上是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建构中国体系

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可见，在外国文学史教学中

构建中国体系应以尊重本土文化为基础和出发点，

全面梳理和客观评估中国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热点与难点、成就与问题、趋势与方向等。 
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异质性与他者性会在一定程

度上使其面临文化主体性薄弱的问题。当下，文化的

交流互鉴成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认知体系，外国文学

史课程应以提升文化主体性为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性

质，确立本土文化意识，拓宽学生的精神边界，发挥

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这既是文化交流互鉴的题中之

义，又是外国文学史课程发展的必经之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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