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传身教四十载，诠释时代“大先生”

陈尚君教授获评上海市“四有”好教师
从教近40年，陈尚君数十年如一日，躬耕教学科研第一线，始终坚持独特的学术个

性和前沿立场，教书育人，言传心教，是广大师生心中的“大先生”。

他重视学术创新、学科建设，研究范围贯通文史，视野开阔，是唐代文学、文献研究

领域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

他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基础课程，深受学生好评，是新世纪复旦大学本科教

育改革重要成果的有力支撑者。

他不仅倾心教书，更注重育人，自1994年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迄今，已指导硕士、

博士研究生80余人，不少人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学界精英。

学生眼中的陈尚君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还是为人、为学的航标和榜

样。他用自己深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不懈的追求感染了莘莘学子。

日前，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

聘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下文简

称：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荣获中共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21

年上海市“四有”好教师（教书育

人楷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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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陈尚君教授坚持为

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基础课程

的第四十个年头，他已记不清

是第几次为学生们讲授诗词。

课堂让陈尚君兴奋，眼里跃动

着光芒。

当他讲到阮籍“穷途之哭”

的典故时，话语变得深沉而有

力：“阮籍行至路的尽头，坐在路

边痛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

种痛苦啊！”及至《咏怀》诗中无

法诉说的内心情怀与苦楚，他连

连喟叹。读至曹植《赠白马王

彪》，陈尚君又为曹植发出心灵

诘问：“鸟兽尚且有亲情，为何我

却无法与亲人在一起？”

课堂里的本科生们来自不

同院系，有的是大一新生。陈尚

君让这些初入校园的同学们体

会古典诗词内蕴的人生况味，带

给他们超越教学大纲的人生教

育，培养人文关怀。

今年是复旦中文系招生人数

最多的一年，陈尚君希望莘莘学

子报读中文系由热情转向理性：

“读中文系要读古今中外，要求融

会贯通，要以人为本，要更多地体

会古今中外不同人的心理变化和

感受，要能够在作品之中读出崇

高和卑微，读出真情和假意。”

陈尚君建议中文系学生通

过广泛的读书，提高自己的水

平，真正开阔自己的眼光，形成

自己的品味和风格，在享受电子

文本带来的便利同时，认识到纸

质文本不可比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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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陈尚君发表论文

及各类文章逾 300 篇，出版学术

专著 20 余部。代表论著《全唐

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

诗文达 12000 多篇，清理清人编

纂唐人作品的各类问题与阙漏；

篇幅超过 300 万字的《旧五代史

新辑会证》则对清人辑本加以

全面剖析，穷尽五代史料辑成

新本。

“幸逢时会，跟上学术前沿的

节奏，不断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兴

奋点，不知不觉做了一些工作，人

也渐渐地老了。”为往圣继绝学的

责任感，赋予陈尚君源源不绝的

治学动力，“因为还有一些工作没

有做完，自己觉得有责任完成一

份对后代可以交代的工作。”

近十余年，陈尚君独力编撰

了《唐五代诗全编》1200 卷，附

《别编》25卷的初稿，总计1300万

字，并完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

南北朝诗》初步增订，关注唐以

前诗歌在学术史上的经典化意

义。他主持二十四史修订工程

中三部史作，并已完成《旧五代

史》、《新五代史》修订出版。

古代文献保存流传至今，

难免散佚讹误，为文献整理、研

究带来复杂难解的问题。充分

地占有文献，客观地处理文献，

准确地表达文献，是陈尚君教

授文献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坚持

与追求。他尽量摒弃好新好奇

的做法，回归可信的文本，对历

史、文学、文化逐渐生成全新的

认识。

自 2008 年接任中国唐代文

学学会会长、2015年接手复旦大

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以来，陈尚君全面了解学界动

态，立足文献研究基础，个人学

术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他将近年来撰写的文章总结出

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融会贯

通，第二是立场和观念的转变，

第三是以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

做支撑。

从转换立场来看，古人的著

作不仅是文献，而是他们所处时

代的生活、社会、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的记录，凝结着每个人的

生命历程。在今年8月出版的最

新力作《诗唱大唐》之中，陈尚君

将多年唐诗研究的心得与发现

以通俗化的随笔形式介绍给读

者，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唐诗的动

人故事，描摹了一幅幅鲜活生动

的唐代人文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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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已经40多年了”，

回忆往事中的陈尚君眼眸似倒

映着日月光华的流转，“我是

1977年初到复旦，1978年进入研

究生，专业研究到现在有 43 年，

我觉得坚持到现在的原因，也有

老师的嘱托。”

复旦中文系名师辈出，陈尚

君初入复旦时受教于陈允吉先

生，担任课代表期间与陈允吉先

生频繁交流，受益颇多。“我会把

读书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不断向

他请教，他也是不厌其烦地告诉

我答案，那么这对我眼界开阔，

境界提升都有很大的好处。”因

而，陈尚君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

格外重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复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

间，陈尚君不仅在导师朱东润先

生的授课中汲取学术知识，更体

悟到朱先生“兼通文史、融贯古

今、该通中西”的治学理念。中

国历史人物传记缺乏完整、深

刻、真实的描述，朱东润先生后

半生致力于传记文学研究，为中

国 文 学 研 究 开 辟 一 条 重 要 道

路。陈尚君在《文史知识》撰写

专栏使用《我认识的唐朝诗人》

这个“呆萌”的题目，延续朱先生

的传记文学研究立场，为唐诗的

解读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时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

的王运熙先生，同样给予了陈尚

君颇多学术启迪。王运熙先生

从40年代末开始学术道路，坚持

从文本出发，客观研究古代文学

现象。陈尚君说：“在王先生身

上我体会到，他认为这个学问是

来不得任何的虚构或者造假的，

是最老实不过的事情，尊重别人

也是尊重自己。”

三位中文系名家是陈尚君

学术道路的引路人，陈尚君始终

对恩师们心怀感激，尊师重教，

发扬他们的治学理念、育人方

法、精神风度。“别裁伪体亲风

雅，转益多师是汝师”，陈尚君聆

听多位老师教诲，逐渐寻求到适

合自己个性的学术道路，不断开

拓学术研究空间，传承发扬中文

系教学与研究并重的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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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担任研究生指导

教师迄今，陈尚君已指导硕士、

博士研究生80余人，不少人已经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学界精

英。他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完成的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研究与创

新》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

海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文科基

础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获上海

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论语·述而》有云：“举一隅

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陈尚君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举一反三，

当老师给予学生学术研究思路

的指点之后，好学生能够无限地

推衍下去，并形成系统的成就。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李

猛在师从陈尚君攻读博士期间，

受到导师学术理念的启迪，沿着

晋唐佛教文献、佛教史研究方向

不断深入，屡有新见。今年，陈尚

君为李猛新书作序，认为李猛对

于南朝后期佛教与文学的研究在

文献的掌握及研究的深度等方

面，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前途。

陈尚君说：“老师对于学生

永远要抱有期待，有各种各样的

学生，而我始终相信一点，就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对陈尚君的学生们而言，陈

尚君言传身教，在为人、为学、为

师 方 面 都 是 他 们 的 航 标 和 榜

样。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

研究员唐雯眼中的老师毫无“大

牌学者的架子”，对学生们关怀

备至，曾为一位博士生毫不犹豫

地支付了数目不小的住院费。

在中文系党委书记岳娟娟

的记忆中，“老师的学问就像汪

洋大海一样。”岳娟娟深深感受

到导师陈尚君学术研究之“专”

与“博”，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学

习导师勤勉刻苦的精神，全身心

投入，“钻进来，写下去”，这种精

神和方法，对她以后工作也大有

裨益。

陈尚君撰写论文的速度也

让学生们佩服，虽已年近七旬，

七八千字的文章经常当天就能

写出。而他们明白，这背后是老

师多年的学术积淀。光华楼 27

楼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深夜熄灭，

与星光并肩，成为学生们的勤加

勉励的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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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学

科带头人，陈尚君筹谋复旦大学

中文学科整体的布局发展。他

重视中文系教师梯队的发展，关

注年轻教师的成长，提携后辈，

传承中文系学脉。

那些年，为了让年轻人开拓

视野，在年轻老师出访留学期

间，陈尚君、骆玉明等老师，承担

了中文系相当重的一线教学任

务和压力，他们以自己的承担，

给予青年教师极大的信心与鼓

励，“让老师们拥有复旦图书馆

之外的又一所大学图书馆”。在

陈尚君等教师前辈的支持下，越

来越多的年轻教师学成归来，形

成教师人才梯队，让中文系获得

长远发展。

江山代有才人出，陈尚君

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复旦

的中文系在最近的三、四十年

——这个时代的变化过程中，年

轻教师、优秀的同学，可以继承

我们的工作。”

陈尚君以自身教书育人的

理想信念、博学笃志的学术研

究、言传身教的高尚品德、提携

后辈的仁爱之心，培育了一代又

一代具有人文情怀的学子、在各

自领域有所开拓的学者，引领了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是师

生心目中的“大先生”。

“什么叫‘大先生’？就是要

在从宏观到细节的问题的研究

上面，有卓有见解，站在时代高

处能够引领潮流，而且要有一批

优秀的学生，跟随你做相近的或

者相同的工作。”

“我想凡是治学的人，心中

都有一些心气。虽然力有不足，

但是努力追求一流，都是大家应

该做的工作。我也一样。”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陈尚君亲身践

行着对“大先生”的理解，不懈追

求的脚步从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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