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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官学的教与学

　 　 　 申万里

摘　 要:　 教与学是学校教育实施的基本形式,是教育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 元代官

学的教育分为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两个阶段,小学教育以日常礼仪教育和经典教育为

主,通过日常严格的教学仪式,将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而诵读是小学生学习最常

用的形式。 元代官学的大学主要学习儒家理论和运用儒家理论治理国家的技术问题,
官学的大学形成了上课、课下辅导和定期学术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抄写儒家经典、
研读科举范文,成为大学学习的主要方式。 元代官学大学教育具有人文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双重特点,受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特征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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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eux):《生命的良好开端:中国的胎教》,顾晓燕译,《法国汉学》第八辑,北京: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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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以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的互动,
即老师怎样教和学生怎样学,是教育最基本的问题。 中国古代重视教育,一些妇女怀孕以后,在婴儿的

孕育阶段,就开始实施胎教,①幼儿长成以后,则开始实施童蒙教育为主的小学教育,达到一定基础以

后,开始大学阶段的职业和人文教育。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教育过程中,教与学之间的互动贯穿其中。 因

此,考察学校教与学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教育实施的过程、内容、特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

义。 不过,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资料中,由于这个问题的基础性原因,留下来的具体记载并不多,前人有

关教育史的研究,在教育政策、学校发展、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等方面着力较多,童蒙教育方面,法国汉

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童蒙教育(11-17 世纪)》一文比较具有学术价值。②不过,作为通论性的

文章,该文对于中国古代学校教与学问题的考察,尚显粗略,特别是对于特定朝代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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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人《元代教育研究》一书对于元朝官学教与学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①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元朝学校教育中教与学的实施过程与相关问题,②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元代官学小学阶段的教与学

小学阶段的教育是宋朝以来地方官学小学、大学二级教育体制的重要一环,具有启蒙的特点。 由于

这一阶段教育包括礼仪教育和经典教育两个方面,又需要照顾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此,其实施过程

比较复杂。
(一)宋元时期官学中的小学

中国上古文献《尚书》、《礼记》等都有关于小学的记载,后世学者对此多有发挥,元朝学者何异孙认

为:“三代盛时,自王宫及于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学而教之,以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是也。”③这则记载肯定了上古最早小学存在的普遍性和教育特

点,不过,对于八岁入小学,他解释道:

古昔盛时,人之子自六岁教之数与方名,七、八岁教之以出入饮食、侍长敬让,九(年)[岁]教之

以数目,十(年)[岁]始出就外傅,学书记肄简。 审此,则幼时先已习于家矣,八岁入小学者,想是姓

名既附籍小学,须延师或就附学以教之,即非八岁以前皆未发蒙,直有待于入小学而方学也。④

何异孙这里的解释对于理解宋元时期小学教育比较重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儿童年幼时“学于家”,从
六岁到九岁开始不同内容的教育,“八岁入小学”是说儿童八岁时就有义务进入正式的学校或延师接受

正式的教育,这种情况符合宋元时期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史料看,宋朝的地方官学就形成了“八岁

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的教育制度,教育家朱熹著有《小学》《大学》二书,将其作为这两个阶段使用的

主要教材。 适应这种变化,宋朝官学中出现了“小学斋”,官办的小学正式建立。
关于小学的教学内容,宋朝学者钱时认为:“古者八岁而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及礼乐射

御书数之文,至十有五,始入大学,此《书》所述是已。”⑤宋代教育家朱熹也认为:“今使幼学之士,必先

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
是乃次第之当然。”⑥元朝教育家许衡则强调了朱熹关于小学阶段教育观点的重要性,他认为:

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及其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
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 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

功也。⑦

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宋元教育家都主张小学教育以“洒扫应对、进退”为主要内容。 关于“洒扫应对、进
退”具体如何实施,元朝教育家许谦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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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扫应对、进退,是其所行,故教其节。 六艺非幼少能尽行,故教诵其文。①

许谦强调了小学教育启蒙的重要性,将其分为习礼(教其节)和读经(诵其文)两个方面,为元代小学教

育实施提供了指导。 实际上,宋朝小学建立以后,就有了固定的教学实施方案,宋代教育家陆九渊写到:

今教童稚不过使之习字画,读书,稍长则教之属文。 读书则自《孝经》《论语》以及六经、子史,
属文则自诗对,至于所谓经义、词赋、论策者不识,能有古者小学、大学之遗意乎?②

材料中,尽管陆九渊对于宋朝的小学教育是否符合上古教育的精神有疑问,但他对宋朝小学教育实施情

况的记载还是明确的,元代小学教育继承了宋代的制度,将小学教育在官学中推广开来。 那么,元朝小

学的教与学是如何实施的? 下面主要论述这一问题。
(二)元代官学小学阶段的教与学

中国官学中,小学出现在宋朝。 宋仁宗中期,两浙地区的官学就开始设立小学,到宋朝庆历年间,小
学已经普遍建立起来。③ 元朝统一以后,开始在各地官学中恢复设立小学,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

“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

便”。④ 这一文件的颁布对各地官学小学的设立起了明显推动作用,全国各地官学中出现了设立小学的

记载。⑤

宋朝虽然普遍在官学中设立小学,但这一时期小学教育在官学教育中所占分量较小,如明州“选里

之未成童父兄贫而不能教者,十三岁以上为一等,十二岁以下为一等,岁养二十员,命郡学职两员,各以

所业训之”⑥。 材料说明,明州贫困百姓没有小学教育条件的,才到官学中接受小学教育,而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小学教育还是在私塾或家塾中进行。 元朝的情况有所改变,前引元朝建立小学的文件中说:
“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说明元朝要求大部分百姓子弟接受官学的小学教育,
同时允许某些儿童在家中接受小学教育。 这两则记载,反映了小学教育由宋代家庭分散教育为主,逐步

向官学集中教育为主的转变。
元朝官学小学的普遍设立,促进了小学教育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前面已经说明,宋元教育家将洒扫

应对、进退作为小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将其分为习礼和读经两个方面。 元朝小学教

育通过儒家经典的讲授记诵和每天固定的教学仪式,将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教学

互动模式。
关于元代小学的运行情况,绍兴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有专门的规定:

至元辛卯(至元二十八年,1291)廉访分司命复设养蒙斋于东庑,俾儒人及凡民之俊秀,八岁以

上入小学。 给早晚膳,选才堪模范者二人教之,月廪各米一石。 来学者具束脩,贫不能致者,勿强。
日讲授朱文公集注《四书》《小学》书等,成诵覆说,课以口义、诗对,书用颜字为准,正、录目时程试

而察其勤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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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史料说明了元朝小学教育实施的情况:首先,绍兴路学的小学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小学学斋,一
般称为养蒙斋。 其次,元朝小学有专门的教师,一般设教师二人,小学教师要求

 

“选才堪模范者”。 小学

教师的月廪为米一石。 第三,小学生入学要交束脩(学费),但“贫不能至者,勿强”。 第四,小学教学内

容为:《四书》《小学》、习字、诗对等。
那么,元代小学的教与学的互动是如何开展的? 有两则材料可以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是元贞

元年(1295)元朝江南行御史台颁布的重要文件———《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 其二是近年以来

发现的元朝高丽人学习汉文的教材———《老乞大》。 现根据这两个文件说明之。
第一个文件规定了关于小学教与学实施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小学教室坐位的布置、值日生、教

学设备以及上课前的准备:

坐次,师席居中,左右以次设书桌(以右为上),诸生齿序两两相对,直日设坐,位师席南两端,
钟设于师席右,(诸生)名牌设于师席左。 直(值)日所掌诸物:直(值)日名牌(上书直日伦次、名

姓,用毕,纸糊复书)、钟、签筒、砚、水瓶、手牌(上书:“安详”、“恭敬”)、箕帚、书桌、界方、香炉、火

炉、诸生所说书名牌(人名以上书姓,诸生至,各认名,依次挂)。 直日所掌诸事:清晨洒扫、温诵旧

书,专监视,诸生不如法者,举之。 诸生晨参、讲书、会食、习字、呈押、试书、暮归,并鸣钟、喝揖。

其次,教材版本及习字字帖:

所讲读书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 《论语》。 早晨合先讲小学书,午后随长幼、
敏钝分授他书。 《孝经》合用文公勘误本,《(论)语》《孟(子)》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

订定传本讲说,诸生所习字,合用唐颜尚书(颜真卿)字样,写大小两样。

第三,每天教学过程及仪式:

晨参:清晨诸生毕至,师就坐,值日鸣钟一声,诸生依次出门外,序立。 第二声,诸生以次自正门

东方入北,面上重行立。 第三声,喝揖,诸生齐揖,班首自西折旋至师前,进三步,拱手问先生安否

(师云:“如常”),复退三步,揖,折旋如本位。 直日喝:“圆揖”,诸生圆揖;喝:“就位”,诸生各就位

(中有兄弟、叔侄同学,候就位后,卑幼者就尊揖)。
讲书:直日与侍立各一人,以小学书及签筒,置于书桌毕,与堂中诸生北面重行立,鸣钟一声,喝

诸生齐揖,拱立。 初开讲日,师先讲小学书第一章。 次日,诸生齐揖毕,侍立,取签置师前桌上。
(师)呼其上姓名,闻呼者出班,自东方折旋入本位。 或抽三四签,惟师意,毕,师复讲授第二章,讲

毕,鸣钟,喝:“揖”,诸生齐揖,毕,喝:“复位”,诸生各就位。
诵书:诸生就坐,诵所授书,或未通晓,起立拱手问师,(师)再说。 或斋长先通,师令询问诸生

通否,勿要熟讲精思,毋得率略。
会食:早食至,直日鸣钟,喝:“揖”,诸生齐揖就食。 毋得语言、咳唾,伺食具毕,喝:“揖”,齐揖,

以次退,就庭中以序行,步务为舒徐,毋得跳踯戏笑。 稍顷,直日鸣钟,各就位,午食亦如之。
习字:直日取砚,各置诸生桌上,满贮水,诸生各取笔墨,习大字一纸,小字一纸,务要模仿精工,

字画端谨,通晓前贤笔法,毋得率略及有浥污,写毕,直日收砚(非写字时,不得置砚),敛诸生书纸

于师前,以次呈押毕,复散于诸生位。
试书:直日鸣钟,诸生各执书重行立于师前,以次就试,当试者以两手执书册,度于师,或自执,

或令斋长右立执之,试者揖毕,拱立,念书毕,复揖,向前取书册而退。 俱毕,以次授诸生书。
授书:以所读书分班次,如十人读《论语》,则十人为一班。 直日鸣钟,序立如前仪,就师席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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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讲毕,齐揖,以次退,就坐,熟诵精思,或有疑问,如上仪。
出入:出则执手牌,入则置直日位。
暮归:如清晨仪,但班首于师前,道先生安、圆揖毕,以次出外,序其卑幼,各揖尊者,直日执诸生

名牌,从上喝名,两两而退。 其有成童,愿宿斋者,从便讲读。①

上述文件比较详细、生动地反映了元代小学教与学的互动情况。 不过,上面记载只是文件的规定,在元

朝各地的小学是否得到全面的实施? 下面另一则《老乞大》的材料通过对话的形式,反映了文件中的相

关规定实际实施的情况。 转引如下:

你谁根底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你学什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恁每日做什么功课?
每日清早起来,到学校里,师傅行受了生文书。 下学到家,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

对句,对句罢吟诗,吟诗罢,师傅行讲书。
讲什么文书?
讲《小学》《论语》《孟子》。
说书罢更做什么工课?
到晚师傅行撤签背念书。 背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若背不过时,教当直学生背起打三下。
怎生是撤签背念书? 怎生是免帖?
每一个竹签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姓名,众学生的姓名都这般写着,一个签筒儿里盛著,教当直学

生将签筒来,摇撼动,内中撤一个,撤着谁便著那人背书,背念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那免帖上写

著:“免决三下。”师傅上头画著押字,若再撤签试不过,将出免帖来毁了,便将功折过免了打;若无

免帖,定然吃三下。
……
恁那众学生内中……也有顽的么?
可知有顽的,每日学长将那顽学生师傅行呈著,那般打了呵,则是不怕。②

这两则史料相互印证,形象地说明了元代小学教育中教与学的实施情况,下面根据这两则材料并结合其

他材料归纳如下:
首先,从教学内容来看,老师教给小学生的是汉语言的基本知识(《小学》)和基本儒学经典(《论

语》《孟子》),老师每天讲一部分新内容,然后让学生诵读。 老师每天通过抽签的方式检查学生学习情

况,不能背诵的学生要遭到竹板打手的处罚。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的方式就是听老师讲课和每天的念

书、背书、写字。 对于老师的体罚,学生都能接受,一些学生并不惧怕。
其次,写字是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学生每天写大字、小字各一幅,使用颜真卿的字帖,写完后老师

进行评价。
第三,洒扫应对、进退为主的礼仪教育,是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尽管上面两则材料中没有专门指导

习礼仪的内容,但是,小学生上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行礼、作揖、园揖等,可谓是将礼仪教育融入了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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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之中。 进退主要是对于老师或长辈的尊重,上面材料中,有大量尊师、尊长行为的教育,如晨

参、讲书、授书、习字、试书、暮归等环节,都有出入进退的内容。 对于学生平时的行为,小学教育也有严

格训练,例如学生会食,“毋得语言、咳唾”,课余时间学生“就庭中以序行,步务为舒徐,毋得跳踯戏笑”。
礼仪教育通过固定的仪式和刻板的规定,甚至是体罚,将学生的日常行为限制在“礼”的范围之内,压抑

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让儿童看起来像成年人,从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一般儿童产生差别,达到培

养特定精英的目的。 另外,通过日常学习中的繁琐的礼仪仪式,儿童逐步形成尊师、尊长之习,师道尊

严、上下尊贵等级观念开始形成。
第四,儿童天性活泼好动,而中国古代的小学教育则是压抑儿童的天性,实施起来肯定会遇到较大

的困难,这就需要教育者充分利用灵活的教育方法进行调节。 清朝教育家潘思榘认为:

洒扫应对、进退,入孝出弟,谨言信行,示之规模以为则效,则小子有造矣。 然优焉、游焉、习而

安焉,非可以旦夕,非可以束缚取,若迫而致之,是桎梏也,可不说乎? 惟任其嬉戏,纵之以往,乃为

吝耳。 有典有则,不宽不严,发蒙之道莫善于此。①

这里潘思榘提出了“有典有则,不宽不严”的“发蒙之道”,但实施起来肯定比较困难,元朝教育家在这一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许衡在国子学教小学期间,就善于使用这种宽严相济的“发蒙之道”,元人苏

天爵记载:

诸生读书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拜及受宣拜诏仪,释奠、冠礼时亦习之。 小学生有倦意,
令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节,或投壶习射,负者,罚读书若干遍。②

许衡在教授小学生习字、礼仪、儒家经典和算术的教学过程中,穿插一些习礼的环节,还进行投壶习射等

游戏活动,增加学习兴趣,并将礼仪教育和经典教育结合起来,收到多层面教学效果。 此外,联系现实也

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这方面教育家许衡也比较重视。 苏天爵记述道:

先生讲书,章数不务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领解,则印证设譬,必使通晓而后已。 尝问诸生:
“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也。③

上述材料中,许衡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思考经典的内容,既能帮助学生理解经典,也能够引导

学生关心社会问题。
当然,老师的教固然重要,学生的学,同样是元代小学教育中师生互动的重要环节,那么,元代小学

的学生是如何学的?
对于洒扫应对和进退,小学教学仪式中每天都有多遍,只要态度诚恳,不难做到动作规范。 对于读

经来说,由于儿童年龄和智力发育的原因,难度大一些,所以需要以下特定的学习方法。 从材料来看,元
代小学生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诵读法。 背诵是我国古代小学生学习常用的方法,小学生年龄阶段记忆能力较强,背诵的书

籍往往长久不忘,这为以后成年阶段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朝教育家程端礼总结了背诵法的步

骤和要领如下:将诵读内容分段,然后熟读和背诵。 每段文字“必看读百遍,倍(背)读百遍,又通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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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二三遍”。①

其二,理解经典意义。 理解经典意义对于诵读和背诵都很重要。 作为小学生来说,先读朱熹的注

解,再读正文,反复玩索,以理解其中的意义,背诵效率会大大提高。
其三,复习法。 复习对于经典学习非常重要,程端礼就主张利用晚上的时间,复习学过的内容。 方

法是:双日之夜“倍[背]读凡平日已读书一遍,倍[背]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记号起止,以待后

夜续读、倍[背]读”。 单日之夜则玩索最近读过的经书,“涵泳思索,以求其通”。②

元代小学教学方法的原则,程端礼概括为:“宽著期限,紧著课程。”③就是说,一方面给学生以足够

的时间,通过理解和背诵,掌握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抓紧每一节课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学

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教学原则有利于教与学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二、元代官学大学阶段的教与学

关于大学,元代学者何异孙指出:“大人之学也,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穷而在下,讲明此学者也;达而在上,推行此学者也。”④这里,何异孙提出大学教育的两个目的:一是研

习儒家经典,提高儒家理论的水平,属于人文教育。 二是实施儒家理论,提高利用儒家理论治理国家的

能力,属于职业教育。 何异孙进一步解释:“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庶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离经辨志、修己治人之方,今《大学》一书即教之纲领条目

也。”⑤这说明,十五岁是元代教育的第二个阶段,学习内容与教学要求与小学阶段有明显不同。
从史料来看,宋朝以来的官学以大学为主,小学只是其附设的教育形式,大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

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教育家程端礼认为:“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学为

志。”⑥“为学”和“为人”成为元代大学阶段教育的两个基本要求。 由于大学教育的人文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特征,其教育结果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人材的需求以及学生个人的前途,所以大学教育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关系紧密,科举成为影响大学阶段教育最重要的因素,而国家政治、经济等环境的

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大学教育的变化。 与小学教育相比,大学教育更加复杂和多变。
宋元的政权更替,使官学的发展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儒户制度的实施,使地方官学与地方士人社会

密切结合起来。 学校除了开展教育、主持祭祀和谋求发展以外,还增加了管理地方士人的职责,官学与

地方行政机构和地方监察机构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官学和士人虽然属于元朝受优待的群体,但与佛、
道等势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官学财产遭到侵夺的案例时有出现,反映了官学处境的困难。 元朝科举

恢复以前和以后,官学教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元代官学大学生员由“小学生年及学进者”升转而来。 元朝规定,生员“三十岁以下者……常川在

学肄业”⑦。 说明大学生员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到三十之间。 三十岁以上者称为儒士,不属生员。 元代大

学阶段的教学人员是学校聘请的训导以及斋长、学谕等,学官一般也会担任教师,在大学教育中发挥一

定作用。⑧ 那么,元朝官学中,大学的教与学是如何实施的? 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是元代官学大学的日常教学进程。 元朝颁布的教育文件《行省坐下监察御使申明学校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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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学典礼》卷 5《行省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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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大学生员“食后出课、习字、说书,午前读书,午后供课呈教授,晡后书名会食,课办方许放学”①。
文件中规定了大学日常教学进程,包括:出课、习字、说书、读书、供课、会食。 除了这则文件规定以外,还
有其他史料涉及到大学日常教学进程的问题。 元人成廷珪有诗写道:

大学小学列六斋,先生讲席多英才。 公堂昕鼓会食罢,门榜月录分题来。②

这首诗反映内容十分丰富,大学学斋中有老师的讲席,反映了元代官学大学的日常上课还是在学斋进

行,公堂击鼓会食,反映了学校通过击鼓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学校食堂会食的情况,“门榜月录分题”则是

指学校每月一次的考试,考试成绩张榜公布。 另外,元代镇江路学的一则碑文,记载了该学校至正七年

(1347)的教学情况:

教授总纲纪,正录绳愆□□导诲学□□□□节,长谕举斋程,诸生勤课诵,每旦,学官辈列座,诸
生序堂下三揖,肩随而□□□如之□□□□□□堂试,贡其优课赴秋闱,赆以旅费。③

材料中出现教授、正(学正)、录(学录)、导(训导)、长(斋长)、谕(学谕)等职位。 教授是一学之长,掌管

全局(纲纪);学正、学录同样是政府编制的学官,掌教学组织、纪律;训导、斋长、学谕都是学校自主聘任

的教学人员,掌授课、辅导和指导检查学生作业。 材料特别说明,学校每月初一安排学生进行考试,④成

绩优异者推荐参加乡试并资助旅费,这是对上引诗中每月一次考试的进一步解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元代官学大学的日常教学进程包括以下方面:1. 出课。 指每天在学斋中老

师(包括训导、学官)固定的授课。 元朝的学校按照治经和治赋分班,又按照五经将学生分成一些具体

的更小的班级,每天老师在学斋中讲课,是大学日常教学进程中的重要部分。 2. 习字。 练习写字,是大

学、小学都有的课程。 3. 说书。 说书指两个内容,一是老师抽签让学生回答刚才“出课”环节所讲经书

的含义;二是学生有疑问,向老师或者课程辅导人员(斋长、学谕)询问或相互探讨经典的含义。 4. 午前

读书,指每天安排的读书的内容,说明诵读或背诵仍然是大学课程的一部分。 5. 供课。 指学生完成课下

作业的环节,类似于今天的自习课。 作业完成以后要给老师检查。 6. 会食。 指学生早餐、午餐或晚餐一

起在学校食堂吃饭的环节,学校通过击鼓提示开饭和结束的时间。 7. 考试。 元朝官学大学每月初一考

试,考试在堂(学校明伦堂)进行,所有学官参加,成绩张榜公布,并作为推荐参加科举考试的依据。
其次,元朝官学大学的教学内容。 元人何异孙认为:“入小学者方教之以小学之规,入大学者始教

之以大学之道。”⑤这里的大学之道就是前面提到的儒家经典研习和运用儒家理论治理国家的问题。 不

过,大学教育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职业教育,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学生前途有关,因此受到当时社会

环境的影响。
元朝建立之初,南北分裂,北方官学大学教育主要承袭金朝,重视词赋章句,元人苏天爵写道:“国

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余习,以记诵辞章相夸尚。”⑥元初以金源进士为代表的词赋派,是这种教育倾向

的支持者。 随着理学传入北方,以窦默、姚枢、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受到朱熹《贡举私议》的影响,主张

大学教育应该废弃词赋章句之习,以经典为主,并强调培养利用经典治理国家的能力。 此后,许衡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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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史料中“月录分榜”相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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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祭酒,将他的教育理论在国子学推行,对元初的官学大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此后,理学家朱熹等人注

释的儒家经典逐步成为官学教育重要内容。 苏天爵记述道:

许文正公(许衡)始以孔孟之书、程朱之训倡明斯道,一时师友讲习若河、汾、伊、洛之盛。 刘文

靖公(刘因)继之,士皆知趋正学,不为异术他歧所惑。①

上述史料反映了元代大学教育向儒家经典转变的情况。 不过,元朝科举恢复以前,大学学生的出路是

“岁贡儒吏”,其职业选择以吏员为主,因此,吏业成为大学教学的内容之一。 一些官学“以文墨教子弟,
(诸生)上者华而鲜实,下者习字画以资刀笔,官司应酬、廪粟之外,别无它用心”②。 从史料来看,儒学大

学教习吏业北方、江南都有,如黄清老少年就学于福建邵武路学时,“同舍生或趋世所尚,为吏以事进

取”③。 北方山东定陶县学
 

“富室子弟或珥笔习吏,觊免徭役”④。 元代儒学这种习吏现象的盛行,遭到

一些教育家的批评,程端礼有诗写道:

久矣文风坠,嗟哉士习移。 渠渠空夏屋,琐琐竞刀锥。 子弟多无赖,典型谁复师。 斯文终未丧,
识者有余悲。⑤

这首诗反映了程端礼对于官学大学中教习吏业的反感和强烈担忧。 不过,吏业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以

后担任吏员需要的基本技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需求对于教育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它
对满足当时社会对吏员的需求,同时对大学生员毕业后的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当时社会发展

是有利的。 元朝有关吏员教育的教材非常流行,徐南瑞的《吏学指南》一直流传到今天,说明其在元朝

流传的普遍性。
官学的大学教习吏业,与儒学教育的教学目的南辕北辙,既不符合许衡在教学中主张的明体达用的

教育原则,也不符合程端礼为代表的江南理学派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教育原则,⑥

所以受到众多学者和教育家的非议和责难。
元朝恢复科举以后,朱熹等理学家注释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材,元朝科举文件

规定: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用朱氏章句集注。 ……《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

主,《周易》以程氏、周氏为主。 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 《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

注疏。⑦

上述规定对于元朝在科举恢复以后的大学教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四书》、《五

经》等儒家经典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元代学者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记载了当时江西一带官学所

用教材有:《四书集注》《经传》《通鉴详节》《诗苑丛珠》《礼部韵略》。⑧ 这些教材中,《四书集注》《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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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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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爵:《内丘林先生墓碣铭》,第 223 页。
刘基:《沙班子中兴义塾诗序》,《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 68 页。
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碑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 13,北京:中华书

局,1997 年版,第 209 页。
苏天爵:

 

《故曹州定陶县尹赵君墓志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 18,第 290 页。
程端礼:《畏斋集》卷 2《送陈希静四明学官任满三十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19 册,第 633 页。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首《纲领》,页一 b,四部丛刊续编本。
《抄白元降圣旨》,陈高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暨南史学》第一辑,第 154 页。
孔齐:《至正直记》卷 2《江西学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2 页。



属于理学经典,《通鉴详节》属于历史书,为学生作文提供素材,《礼部韵略》是工具书,用于文字、音韵等

基本知识的检索。 这说明元朝科举实行以后,官学大学的教育成为为科举服务的工具。
总的看来,元朝官学大学的教育内容随着元朝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变化。 最初受到金朝教育的

影响,以章句、词赋为主,元世祖时期逐步以理学经典为主,但是,吏业的教育占了官学大学教育的重要

部分。 元朝科举恢复以后,跟考试有关的《四书》《五经》成为官学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科举有关的

教育内容更是受到推崇,如教育家程端礼“本之晦庵(朱熹)、西山(蔡元定,字季通,朱熹门人)教人之

意,酌以今日取士之法,为言一编,以行于世,世守其辙者往往有成”。①

第三,元代大学的教学方式与小学也有较大不同,前面的教学进程部分已经涉及到学生出课和斋

长、学谕问题。 前者是老师正常的课堂教学,后者则是课堂教学之外负责教学辅导的职务,说明元朝官

学的大学教育除了老师正常讲课以外,其他时间则有斋长和学谕进行课程辅导,辅导的内容包括有关经

典的学术讨论以及检查辅导学生完成课程作业。 另外,元代官学的大学阶段教育还有一种重要的教学

方式———学术讲座。
元朝官学中有每月二次定期的学术讲座,它是官学朔望祭祀制度的一部分,至元六年(1269)元政

府颁布《朔望讲经史例》,规定各路:“如遇朔望日,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
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向授受。”②元贞元年(1295)元朝又颁

布文件,指出:“在籍儒士,凡遇朔望,不犯红日并需诣学,亲笔书名,陪拜听讲。”③这种讲经史的人都是

当地知名学者,尤其是当地耆儒和前朝进士,必须“逐月朔望,轮次讲书”④。 地方学者讲座的内容,一般

都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性,如后至元五年(1339)松江府学官陆宅之讲“省刑罚、薄税敛”。
松江府学训导钱某讲恤刑罚。 讲毕,听众“称赏不已”。⑤ 至正十七年(1357)苏州学官王可权讲“君子

道长,小人道消”,同样产生一定影响。⑥ 这种定期举行的讲经史对于元朝官学大学学生来说,是一种很

好的学习机会。
那么,元代官学大学学生如何学呢?
从史料来看,元代大学阶段学生除了基本的学习手段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其一,抄读法。

该方法主要用于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方法是:先手抄全篇正文,读之。 另外用纸分段抄正文,每段

正文下低一字抄朱熹等人的注疏。 低一字抄朱熹有关本段的语录、文集。 低三字抄诸儒之说。 通过抄

读,反复思考经典的含义。 抄读法是熟悉领会经典的有效方法。 目前出土的黑水城文书中,就有当时官

学学生抄写的儒家经典,反映了这种学习方法在元朝官学中的普遍性。 其二,看读法。 对于《资治通

鉴》及韩愈等人文集,数量较大,背诵、抄读都比较困难,于是采用看读法。 通过看读,熟悉历代的人和

事,再对历代治乱兴衰反复考究。 对于韩愈等人的文章“需反复详看”,先看主题,以明确一篇之纲领,
次看叙述,体会文中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合等写作方法。⑦ 看读法其实是通过精读范文,扩大知

识面和体会文章的写作方法,提高写作水平。 其三,写作练习。 科举考试的策论都需要写成文章,大学

期间,生员已读完经、史等课程,如何写成符合科举要求的文章,对于将来参加科举非常重要。 其四,对
于科举真题和优秀答卷的模仿与背诵。 元朝科举实行以后,有关科举的参考书籍大量出版,科举乡试、
会试和殿试的真题和优秀答卷,成为官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参考,元朝科举考试试题、试卷汇编如《新刊

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御试策》等流传到日本、高丽,并一直保留到今天,可见当时

这类参考书出版的数量和流传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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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学:《送蒋远静山长序》,《积斋集》卷 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2 册,第 337 页。
《庙学典礼》卷 1《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第 3 页。
《庙学典礼》卷 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第 96 页。
《庙学典礼》卷 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第 100 页。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30《学宫讲说》,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版,第 377 页。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30《学宫讲说》,第 377 页。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 2,页 4a-b。



结　 论

教与学的互动是元代大小学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教育活动,元朝小学与大学二级教学体制基本完

善,小学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教学内容为洒扫应对和进退,具体来说包括行为教育(习礼)和经典教育两

部分,其实施过程则是以《论语》《孟子》 《孝经》等经典的传习为主线,通过教育过程中严格的仪式,如
晨参、讲书、习字、试书、暮归等,将相关礼仪融合到每天日常教学仪式之中,对小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阶段的教育是元代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大学教育涉及到国家的人才需求和学生的前途

问题,大学教育表现出实用的特征。 元朝的大学教育分为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对

儒家经典的研习,后者则是对于运用儒家理论治理国家的技术措施的探讨。 元代官学发展环境恶劣,教
育水平参差不齐,实施科举以前,官学中的大学教育除了儒家经典的人文教育以外,吏学因为适合当时

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大学教育中流行。 元朝实施科举以后,四书五经等经典教育由于具有了实用性,引
起学生的兴趣,成为主要教学内容。 同时,为科举考试服务的科举程文的撰写,受到广泛的欢迎。 除了

日常上课、课下辅导以外,元朝官学每月固定的学术讲座,成为学生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手段。
元代大小学教与学互动的考察,首先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一般特征。 官学教育实际上仅仅

是儒学教育,传习的也是儒学及其相关知识,不包括当时人们对于人和社会认知的所有知识。 官学培养

的人才也是实行儒治的人才,是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 官学教育在小学阶段是为了压抑儿童活泼好

动的天性,通过洒扫应对和进退,将学生日常行为通过礼仪教育固定化,此后的大学阶段则进行儒学经

典的人文教育和关于治理国家技术手段的职业教育。
其次,元代官学大、小学教与学互动的考察,反映了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

人才,教育的发展来自社会的需求。 尽管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都是以儒学为主,看似变化不大,但社会

需求肯定引起官学教育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 在元朝科举实施以前需要大量吏员的情况下,元朝官学

出现吏学教育,科举实施以后,官学又成为科举的培训基地,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

关系。

(责任编辑: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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